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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致辞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水平为己

任，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装

备制造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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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新挑战、抓

住新机遇，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5.86%、利润增长

7.86%的较好业绩，一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全面完成国资委认定的经济指标和工作任

务，保持了集团技术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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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机械总院深入推进定点扶贫河南新县

工作，派出第二名挂职干部，研究编制扶贫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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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是总院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更是

总院实现技术、资本双轮驱动快速发展的跨越之年。

机械总院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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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目标，为“十三五”快速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院长签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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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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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a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CAM took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sisted on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new challenges, and seized the new 

opportunity.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CAM increased the business revenue by 5.86% and the profit by 7.86%, 

and a research achievement won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In 2014, 

CAM completed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main annual tasks confirmed by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SASAC), and maintain the steady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 2014, CAM further strengthene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grat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ith other 

management functions, by 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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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CAM further promoted poverty work in Xin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sent the second cadre to work 

there, researched the work planning, set up the special fund, and helped them to introduce the industrial 

projects. All these poverty works are appreciated by the people in that area.

2015 is the critical year for CAM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is also a breakout year to realize the rapid tech-

invest double driving development. CAM will insist on a steady growth, actively adapt to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 seized the opportunities, deepen the reform, and further communicate with all stakeholders to 

continuously raise the value for all. Finally, we will complete the goal of “The 12th five-year strategic plan”, and 

build a great solid base for a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13th five-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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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集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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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从事装备制

造业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为主业的单位。

机械总院现有5000余名在岗职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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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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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硕

士学位授权点15个。建有15个（国家、地方及行业）重点

实验室、24个（国家、地方及行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4个（国家、地方）技术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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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累计取得科研成果及专利7000余项，广

泛应用于机械制造、汽车、航空航天、环保、能源、交通

运输、信息产业、冶金、化工、建筑等国民经济重要产业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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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 is a bi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roup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SASAC). CAM was founded in 1956, and 

it is the only state-owned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basic 

common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M have a total staff of more than 5000, among them 

there are 3 academicians, 21 national eminent young and 

middle-aged experts, 306 experts gained the governmental 

special allowances, 10 of the national “Hundred-Thousand-

Ten thousand Talent Project”, 1 of the first “Ten Thousand 

Innovation Leading Talent Project”, 1 of the “Hundred-

Thousand-Ten thousand Leading Talent Project” and 1 of the 

“The Recruitment Program of Global Experts”. CAM has 2 

postdoctoral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ing stations, 1 doctorate-

accredited field and 15 master-accredited fields. In addition, 

CAM has built 15 key laboratories, 24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 and 4 technology R&D platform, and all these have 

been certified by government as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industrial level innovation platform.

CAM has 16 subsidiaries including the holding companies 

with the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group management of 

parent-subsidiary type. CAM has the concerned subsidiaries 

providing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standardization, quality 

testing,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consultancy, 

which are competent in supplying for customers the total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in not only R&D but also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the technical support. CAM 

has gained more than 7,000 achievements which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main domestic economical industries such 

a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utomobile, aeronautic and 

aerospa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metallurgy, chem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etc.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hese 60 years, CAM has become an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with three main 

businesse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echnical industry and 

techn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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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历程

1956年

依据全国人大一届二次

会议的提议和第一机械

工业部的决策成立机械

科学研究院。包括北京

总部及研发实体，哈尔

滨、沈阳、上海、武汉

四地的专业研究所。

1969-
1972年

“文革”动乱期间，北京研

发实体经外迁河南、部分

移交北京市，机械工业基

础技术和基本工艺的研究

开发实体功能解体，1972

年改名机械研究院，从事

行业技术组织工作的管理。

1978年

1994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恢复机械科学研究院名称。

标准化研究所并入

机械科学研究院。

机械工业部档案馆整体

并入机械科学研究院。

工程机械军用改装

车试验场并入机械

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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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与同属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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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转制为中

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划归中央

大企业工委管理。

2000年

机械科学研究

院正式在国家

工商总局注册。

2000年
4月

机械工业部第一设

计研究院进入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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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2012年
10月

2013年
12月

2005年
6月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在浙江省杭州市设

立浙江分院。

2006年
5月

经国家工商总局

核准、国务院国

资委批准，机械

科学研究院更名

为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

2008年

中汽认证中心从中

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剥离，作为总院直

属单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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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院在福建省

三明市设立海

西分院。

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在山东省

青岛市设立青

岛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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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李新亚

党委书记　曹世清

2.3 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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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　李亚平副院长　王德成

副院长　王西峰 副院长　单忠德 总会计师　李劲松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王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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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院士风采

徐性初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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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尚扬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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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蕴博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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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蕴博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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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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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组织机构

全资
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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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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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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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所属单位

机械工业档案馆

北京机科易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职能
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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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企业文化

以提升中国装备

制造水平为己任

使命

成为引领中国装

备制造技术的科

技企业集团

愿景

强院富民，报效社会

价值观

创新、责任、

严谨、超越

企业精神

乐学善思、勤勉

奉 献、 求 实 创

新、激情进取

行为规范

做强科研、做优

服务、做大产业

经营宗旨

技术经济协调发展

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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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十二五”发展战略

战略
目标

保持技术优

势，积极发展经

济，做强科研、做

优服务、做大产

业，实现技术经

济协调发展

2015年实现

营收比2010年

翻一番，达到60亿

元，员工收入年均

增长率不低于10%

1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

2-3家企业基本具备上市条件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家精神

●提升总部价值、提高集团管控能力

●升级商业模式、重点推进工程总包业务

●鼓励区域资源整合、促进集团快速发展

●建立投资机制、扶持重点增量业务突破式发展

●保持技术领先、强化协同、保障集团快速发展

●加强产业经济管理、实现存量业务稳定发展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战略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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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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管理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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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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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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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 智能制造

高端超常

绿色制造

融合拉动

发挥机械总院装备制造相

关的铸造、锻压、焊接、热处

理、材料保护、工业自动化等

工艺领域先进制造技术优势，

服务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和战略

新兴产业发展。

机械总院围绕相关产品全

生命周期中的设计、生产、管

理和服务等环节开展智能制造

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工作。

机械总院在大装备、高难度、非常规的工艺

技术和装备中发挥综合优势，实现国家重大工程

和重点项目的高端配套、重点攻关，支持国家高

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机械总院围绕产品设计绿

色化、材料绿色化、制造工艺

绿色化、装备绿色化、包装绿

色化和处理回收绿色化等方面

开展相关工作。

机械总院通过新材料、制造工艺、信息

化、机电技术等重点领域的持续工作，融合拉

动了各行业应用领域的持续发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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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分工，具体推进落实社会责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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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秦书安（兼）

秘　书：付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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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履行社会责任各部门职责分工

部门名称 职责分工 具体内容

院务工作部
履行社会责任的

归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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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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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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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进责任融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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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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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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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加强责任沟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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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机械总院在集团主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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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机械总院通过《机械总院报》、《重大专项期刊》、各类网站、专题宣讲、行业会议、研讨交流等形式，积极与各

利益相关方开展务实沟通，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关注议题，实现透明运营。

2013社会责任报告
CSR Report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2号
邮编：100044
电话：+86-10-88301300
传真：+86-10-68340825

Add: No.2 Shouti South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100044
http://www.cam.com.cn
E-mail: cam@ca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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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责任绩效

2014年总院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项目 年度目标 2014年完成 完成比例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增长率(%) 10 5.86 – –

其中 ：营业收入（万元） – 425454 – 5.86%

利润总额增长率（%） 10 7.86 – –

其中 ：利润总额（万元） – 31434 – 7.86%

经济增加值（万元） 27000 33161 122.82% 1.28%

利润率（%） 6.6 7.39 高于目标0.79% 0.14%

科技创新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30 37.2 高于目标5.20% –

其中 ：科技创新收入（万元） – 158275 – 18.30%

科技投入比率（%） 11.4 15.16 高于目标3.76% –

其中 ：科技投入总量（万元） – 64518 – 2.25%

科技产出（项） 110 247 224.55% -5.73%

高级技术人才占职工比率（%） 37.1 38 – –

国资委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 年度目标 2014年完成 完成比例 同比增长

年度指标

利润总额（万元） 30500 31434 103.06% 7.86%

经济增加值（万元） 30000 33161 110.54% 1.28%

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比重（%） 93.57 92.7
低于目标

0.87个%
–

科技创新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32 37.2
高于目标

5.2个% 
–

任期指标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112.04 118.73 – –

总资产周转率（次） 0.74 0.76 – –

科技投入比率（%） 11.4 15.16
高于目标

3.76个% 
–

高级技术人才占职工比率（%） 37.1 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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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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绩效
Society Performanc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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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院长李新亚接

受国资委新闻中心国企高端

访谈系列节目第三期《改革

发展•2014国企系列专题报

道》录制

4.1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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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国资委新闻中心组织“改革发展•2014国企系列专题报道——加强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专题宣传，总院李

新亚院长接受中国经济网高端采访，畅谈“企业科技创新”，解读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现状和需求，宣讲机械总院科技

创新和发展思路，引起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凸显了总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

替代的社会价值。

4.1.1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为加强科研工作，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机械总院积极

完善三级研发体系建设。

三级的定位是：一级（机械总院研发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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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直属单位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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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各单位的产业部、事业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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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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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总院第十二届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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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多渠道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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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新增纵向科研项目（政府项目）114项，合同额

7551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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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自然科学基

金4项；总院技术发展基金立项31项，其中重点项目12项，

专项项目17项，院士项目2项，总院技术发展基金总合同额

4462万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观考察由北自所制

造的特种锂电池隔膜生产线

郑机所荣获工信部“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授牌沈铸所研制的铝合金飞机舱门铸件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上被评为“优质铸件金奖”

4.1.3 扎实推进创新平台建设

研究中心与机电所、哈焊所分别完成高档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的“精密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创新能

力平台建设”、“先进焊接技术与装备创新能力平台”建设项目。

郑机所获工信部“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授牌，获批由工信部认定的“工业（齿轮）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 

实验室”。

哈焊所、沈铸所和机电所分别获得“机械工业高效优质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机械工业钛合金材料及精密熔铸重

点实验室”和“机械工业汽车零部件成形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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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创新平台：

A 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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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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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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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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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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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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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机械工业齿轮传动工程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郑机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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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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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河南省钎焊材料重点实验室 省级 河南省科技厅 郑机所

12 辽宁省铸件产品检测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省级 辽宁省科技厅 沈铸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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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 市级 中关村管委会 研究中心

15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 市级 中关村管委会 机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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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个行业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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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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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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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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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中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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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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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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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河南省焊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河南省科技厅 郑机所

16 湖北省表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湖北省科技厅 材保所

17 郑州机械研究所技术中心 省级 河南省发改委 郑机所

18 郑州市铸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 郑州市科技局 郑机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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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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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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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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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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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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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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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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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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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国际合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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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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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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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韩铸造技术交流中心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6 中韩技术合作中心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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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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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欧盟官方认可“CE”实验室 欧洲认证组织股份公司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2014社会责任报告28

4.1.4 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2014年，机械总院在研科研项目785项。其中国家科技重大专项47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32项，863计划项目25

项，973计划项目6项，军品配套科研项目26项，智能制造专项项目11项，标准研究项目112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

项，企业自筹资金科研项目282项，其它项目232项。

4.1.5 重大科技获奖成果

2014年，机械总院获得国家、省部和行业级以上科学技术成果奖38项，院级科技成果奖73项。

机械总院副院长、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单忠德参加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奖仪式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47项

智能制造专项项目11项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32项

标准研究项目112项

863计划项目25项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项

973计划项目6项

企业自筹资金科研项目282项

军品配套科研项目26项

其它项目232项

29.6%

35.9%

6% 4.1%

3.1%
0.8%

3.3%

1.5%

14.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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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2014年获奖科研成果（国家级、省部级、行业级和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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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筒子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

装备
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奖 一等奖 机械总院

2
高端重载齿轮传动装置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
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奖 二等奖 郑机所

3
高损伤容限铸造钛合金及其精密成

形技术
辽宁省科技进步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沈铸所

4 洁净钎料性能调控及高效钎焊工艺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郑机所

5
高端装备用关键铝合金部件铸造成

形技术与设备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沈铸所

6 金刚石工具钎焊技术及其应用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郑机所

7
《“热卷螺旋压缩弹簧技术要求”国

际标准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生产力中心

8 复合铝焊料及其短流程成形技术 河南省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郑机所

9 钎料洁净度表征及杂质行为研究 河南省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郑机所

10
GB 23350-2009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机械总院

11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

设机械分公司混凝土建设机械产业

化基地项目

2014年机械工业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
行业奖 一等奖 第一设计院

12 不锈钢深冷管的高钎着率钎焊技术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郑机所

13
重型装备用关键部件基础共性技术

研究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研究中心

14
换热系统薄壁结构钎焊技术及钎料

开发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郑机所

15 面向ROHS指令的新型钎料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郑机所

16
铝合金三价铬化学转化成套工艺及

其应用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材保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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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第一设计院

18 0.5t/h电化学清理成套设备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第一设计院

19
60万吨热轧不锈钢连续退火酸洗

线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北自所

20
GB/T18831-2010机械安全带防护

装置的联锁装置设计和选择原则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生产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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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所在单位

21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核电装备及材料工程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201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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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通裕集团MN级风电主轴项目

120MN液压机锻造及热处理车间

2014年机械工业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
行业奖 二等奖 第一设计院

23 铸造铝合金熔炼方法 中国专利奖 省部级奖 优秀奖 沈铸所

24
一种高强韧无镉银钎料及其制备 
方法

中国专利奖 省部级奖 优秀奖 郑机所

25 大型对开立式喷淬机床 中国专利奖 省部级奖 优秀奖 机电所

26
核电大口径厚壁长管件垂直挤压工

艺与质量控制技术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三等奖 机电所

27
大中型水轮机用优质马氏体不锈钢

铸件
辽宁省科技进步奖 省部级奖 三等奖 沈铸所

28
铸铁件用复合陶瓷涂料的关键技术

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三等奖 沈铸所

29 汽车零部件功能性防护技术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三等奖 材保所

30
国标《非公路旅游观光车用铅酸蓄

电池》和《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安全

使用规范》制定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三等奖 试验场

31
GB/T26101-2010机械产品虚拟装

配通用技术要求等6项标准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省部级奖 三等奖 生产力中心

32
GB/T 21509-2008 燃煤烟气脱硝

技术装备等3项标准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省部级奖 三等奖 生产力中心

33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推崇

文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4年度机械工业优秀工程咨

询成果奖
行业奖 三等奖 第一设计院

34

湖北美利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
万吨高端耐磨铸件项目一期工程

（年产4万吨高端耐磨铸件）可行性

研究报告

2014年度机械工业优秀工程咨

询成果奖
行业奖 三等奖 第一设计院

35 0.5t/h内热式电化学清砂成套设备
2014年机械工业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
行业奖 三等奖 第一设计院

36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综合病

房楼

2014年机械工业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
行业奖 三等奖 第一设计院

37
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齿轮

调速传动装置研发

2014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

果奖
行业奖 优秀奖 郑机所

38 超高强钢热冲压成套技术研究
2014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

果奖
行业奖 优秀奖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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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2014年获奖科研成果（院级）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1 大型厚壁焊件焊接技术及质量控制技术 哈焊所 一等奖

2 09MnNiDR钢制球罐用W707DRQ焊条 哈焊所 一等奖

3 低合金高强钢不预热梯度焊接技术研究 哈焊所 一等奖

4 铝合金反重力近净成形技术研究 沈铸所 一等奖

5 乏燃料贮存格架用中子吸收材料与成形技术研究 沈铸所 一等奖

6 航空航天发动机钛合金关键部件精密铸造技术与产品 沈铸所 一等奖

7 切磨工具专用钎料 郑机所 一等奖

8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齿轮》（第1版） 郑机所 一等奖

9 钎料洁净度表征及杂质行为研究 郑机所 一等奖

10 奥氏体不锈钢低温碳扩散层摩擦—腐蚀耦合机制研究 材保所 一等奖

11 汽车发动机供油系统环保型防护技术 材保所 一等奖

12 越野车底盘零件苛刻环境耐腐蚀性及工艺研究 材保所 一等奖

13 山东通裕集团MW级风电主轴项目120MN液压机锻造及热处理车间 第一设计院 一等奖

14 0.5t/h内热式电化学淸砂成套设备 第一设计院 一等奖

15 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大型液压挖掘机建设项目 第一设计院 一等奖

16 大负载双波冲击试验系统 北自所 一等奖

17 全自动落筒及纱锭输送系统 北自所 一等奖

18 镍阳极板铸型自动化生产线的研制 北自所 一等奖

19 军工钛合金真空水淬热处理设备成套技术 机电所 一等奖

20 高铁输电线复杂锻件精密挤压成形生产线成套技术 机电所 一等奖

21 重量1～2kg复杂零件的温冷联合成形工艺与模具技术研究 机电所 一等奖

22 工程机械领域国外技术法规应对方案 试验场 一等奖

23 制定GB 28710-2012《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前照灯》 试验场 一等奖

24 柔性电路板单品加工自动化生产线项目 机科股份 一等奖

25 共轨喷油器关键性能及关键调整件几何精度自动检测系统研究 机科股份 一等奖

26 沈阳市污水处理厂1000t/d污泥处理工程咨询设计及项目管理 机科股份 一等奖

27 《热卷螺旋压缩弹簧 技术要求》国际标准研究 生产力中心 一等奖

28 基于MBD技术的三维模型自动化数据质量检测软件开发与试点应用 生产力中心 一等奖

29 整车称重检测设备 生产力中心 一等奖

30 典型工程机械轻量化设计技术及应用 研究中心 一等奖

31 基于网络信息化认证业务平台建设 中汽认证 一等奖

32 中型燃气轮机透平叶片关键技术研究 浙江分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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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33 呋喃树脂砂工艺生产超低碳不锈钢铸件防渗碳的关键技术研究 沈铸所 二等奖

34 铸造AOD精炼炉智能化控制系统开发 沈铸所 二等奖

35 船用涡轮增压机壳体的材料及工艺研究 沈铸所 二等奖

36 铜基粒状钎料快凝成形技术 郑机所 二等奖

37 基于定向润湿的消应力钎料的研制 郑机所 二等奖

38 新型镍基高温活性钎料的研制 郑机所 二等奖

39 航空航天用真空钎焊活性钎料 郑机所 二等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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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设计院 二等奖

41 传动齿轮干运转技术研究 北自所 二等奖

42 宁波3.5米聚酯特种薄膜2号生产线 北自所 二等奖

43 承德避暑山庄酒业成品及包材辅料仓储物流系统 北自所 二等奖

44 高效节能的彩涂板生产线研制 北自所 二等奖

45 12kV断路器装配检测生产线 北自所 二等奖

46 自动岩芯盒拆码盘系统 北自所 二等奖

47 特高压换流阀生产装配自动输送线 北自所 二等奖

48 工程机械无线测试系统 试验场 二等奖

49 工程机械可靠性远程监测系统研究 试验场 二等奖

50 低速车辆行驶性能测试系统 试验场 二等奖

51 压缩机转子在线自动精密压配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机科股份 二等奖

52 共享装备数字化工厂智能物流输送系统 机科股份 二等奖

53 漯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工程 机科股份 二等奖

54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释义》编制及出版 生产力中心 二等奖

55 长输管道验收检测器开发 生产力中心 二等奖

56 紧固件机械性能及夹紧力试验4项标准 生产力中心 二等奖

57 机动车灯具涂层附着力实验装置研制 中汽认证 二等奖

58 汽车用LED前照灯KUV试验方法研究及应用 中汽认证 二等奖

59 淬火槽介质流速场的模拟及新型集渣装置的研究 郑机所 三等奖

60 中速磨煤机辊套用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 郑机所 三等奖

61 大型顶驱用关键铸件悬挂体的铸造技术研究 郑机所 三等奖

62 起重用减速器锻件验收体系 郑机所 三等奖

63 TRT机组全自动盘车装置研发 郑机所 三等奖

64 温挤压机器人自动加工生产线 北自所 三等奖

65 国际水电站项目计算机监控系统研究与应用 北自所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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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66 徐工集团综合试验场建设方案 试验场 三等奖

67 超大型履带起重机安全性能检测技术研究 试验场 三等奖

68 大吨位车辆质量参数和桥荷测量技术研究 试验场 三等奖

69
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工程机械与车辆试验及操作工技能等级培训 
教材》编制

试验场 三等奖

70 企业计量管理信息集成系统 生产力中心 三等奖

71
GB/T 25751-2010《压缩气弹簧 技术条件》 
GB/T 25750-2010《可锁定气弹簧 技术条件》

生产力中心 三等奖

72
GB/T 28774-2012《同步带传动 米制节距 梯形齿同步带》 
GB/T 28775-2012《同步带传动 米制节距 梯形齿同步带轮》

生产力中心 三等奖

73 机动车制动软管屈挠疲劳试验机 中汽认证 三等奖

4.1.6 授权专利

2014年，机械总院获得授权专利180项，其中发明专利50项，实用新型106项，软件著作权24项。

机械总院2014年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序号 授权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单位 授权国家

1 一种屈服强度800MPa低合金高强钢不预热强度梯度匹配焊接工艺 发明 哈焊所 中国

2 环保型交直流两用碱性低氢焊条 发明 哈焊所 中国

3 一种磁性铸铁及该材质铸铁件的铸造工艺方法 发明 沈铸所 中国

4 一种钛合金铸造用复合型芯制备方法 发明 沈铸所 中国

5 MW级风电扭转轴电渣熔铸用结晶器 发明 沈铸所 中国

6 MW级风电扭转轴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 沈铸所 中国

7 一种定向凝固用氧化铝基陶瓷型芯及制备方法 发明 沈铸所 中国

8 一种自耗电连续挤压设备 发明 郑机所 中国

9 预设温度梯度的浸渍钎焊方法 发明 郑机所 中国

10 一种使用真空钎焊装置钎焊铝合金工具的方法 发明 郑机所 中国

11 一种耐高温洁净刚用低温铜基钎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郑机所 中国

12 一种低温用铁素体球铁及其制造方法 发明 郑机所 中国

13 移动式恒载荷齿轮—齿条综合性能试验台 发明 郑机所 中国

14 齿式联轴器 发明 郑机所 中国

15 一种防锈膜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材保所 中国

16 一种精密行程调整装置 发明 机电所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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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授权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单位 授权国家

17 用于铁路货车整体锻造手制动拉杆的辊锻工艺 发明 机电所 中国

18 压力机惯性顶出装置以及压力机上工件的惯性顶出方法 发明 机电所 中国

19 G2500曲轴的一种辊制坯方法 发明 机电所 中国

20 一种煤机系列齿轨锻件的辊锻方法 发明 机电所 中国

21 一种衬环厚度及平行度智能检测分选机 发明 机科股份 中国

22 一种挺杆自动检测分选机 发明 机科股份 中国

23 无模铸造成形机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24 一种低电导率、超长效、有机碱型防冻冷却液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25 定位梁及具有该定位梁的机器人直线运动单元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26 一种印染用特大型机器人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27 一种用于纱笼装卸纱线的装置及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28 一种筒子纱染色过程的曲线逼近控制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29 一种锂离子电池纳米级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0 盘型件双面辗压成形感应加热技术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1 一种锂离子电池高容量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2 筒子纱染色方法及筒子纱染色生产装置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3 一种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成形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4 一种复合式利用海洋波浪能发电的装置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5 一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大型装备研发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6 缸盖自动锁紧装置及包括该装置的筒子纱染色机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7 纱线调湿机及其调湿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8 石膏板的干燥设备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39 自动化抓纱机及自动化抓纱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0 具有仿生结构的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1 痔疮手术吸脓涂药设备及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2 复合材料多维织造成形机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3 具有仿生结构的复合材料预制体的建模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4 带凸起的导向套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5 一种织物烘干装置和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6 微合金非调质钢控锻—控冷技术及自动生产线 发明 研究中心 中国

47 一种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成形设备 发明 研究中心 美国

48 一种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成形设备 发明 研究中心 新西兰

49 一种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成形方法 发明 研究中心 新西兰

50 一种大中型砂型的数字化加工方法及其设备 发明 研究中心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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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2014年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1） “筒子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

研究中心开发研制的“筒子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

术与装备”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技术与

装备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国家授权专利32项，实

现了从手工机械化、局部自动化到全流程数字化、自动化

染色的跨越，解决了纺织工业目前存在的用工密集生产效

率低、染色质量稳定性差、能耗高废水排放量大等三大严

重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2）发动机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北自所开发了发动机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该生产

线解决了生产线工艺规划、集成化生产管控、装配线控制

和信息管理、物料智能配送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多系列发

动机任意顺序混流柔性生产，并在相关企业得到应用，主

要性能参数和技术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齿轮调速装置

郑机所成功开发出6000kW以上由高速齿轮传动+

液力传动组成的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齿轮传动装

置。通过开展转子部件强度分析及转子动特性计算、液力

偶合器型腔设计与分析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了功率为

7334kW和9000kW两种规格的大型齿轮调速传动装置，

并完成了样机研制工作，填补了国内产品空白，产品应用

可实现进口替代。此项成果荣获2014年“中国产学研合作

成果奖”。

（4）航空发动机钛合金铸件

沈铸所“高损伤容限铸造钛合金及其精密成形技术”

荣获2014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沈铸所通过创新开

发低压熔炼真空浇注、石墨型陶瓷芯复合铸造等五项专利

技术，成功突破损伤容限钛合金铸造成形时的成分控制和

精密成形难题，国内首次确定了高损伤容限钛合金铸造合

金的最优成分范围，并获得高品质铸件，满足了我国重大
航空发动机高损伤容限钛合金转接机匣壳体铸件

工程和重点型号的配套急需，有力促进了我国铸造技术的

进步和提高，对于提升我国在装备制造领域的地位具有重

要作用。

（5）1250mm自动辊锻机

机电所自主研发的首台套大规格1250mm自动辊锻机

组顺利试车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1250mm自动辊锻机组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格的辊锻机组，

主要应用于铁路货车钩尾框、汽轮机叶片等大型卡轴类零

件的精密辊锻，具有设计先进、结构合理、成型能力强、

自动化程度高、运行可靠等特点，集成了机、电、液等各

方面的综合技术，解决了超大型长轴类零部件制坯困难的

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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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共轨喷油器

机科股份依托04共轨项目任务，针对共轨喷油器的关

键性能评价及影响性能的关键调整件几何精度控制，开发

研制相应自动化检测装备并形成示范应用。该项目完成了

知识产权任务要求，目前已拥有完善的满足国Ⅳ标准的共

轨产品零部件检测与装配解决方案，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技

术监督局进行产品企业标准备案。

（7）400公里时速高速动车组激光焊接设备

哈焊所开发的400公里时速高速动车组激光焊接设备

采用大跨度龙门式结构设计，系统集成了高功率光纤激光

器、机器人、焊缝跟踪系统等先进装备，构建了一套高精

度、多自由度的轨道车体部件激光加工系统，焊接工艺方

法涵盖了激光焊、激光填丝焊、激光-电弧复合焊和电弧

焊，可实现轨道交通领域的碳钢、不锈钢薄板车体部件

的激光、激光填丝焊接以及铝合金等轨道车体部件的激

光-电弧复合热源焊接，是世界轨道交通产品中最为先进

的设备。

（8）2000KN立式冷摆动辗压机

机电所开发了“2000KN立式冷摆动辗压机”。具有新

型运动轨迹的摆头新结构，取得了解决摆头运动轨迹过

中心设备成形力增大的关键技术突破，研制的冷摆辗机

已成功试制出车辆起动棘轮和差速器锥齿轮合格试件,相

比传统的热锻和机加工工艺，具有显著节能节材、生产

效率高的特点，市场应用前景广阔。该装备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已获

得发明专利。

（9）紧固件无铬达克罗技术

材保所开发了紧固件无铬达克罗技术，该技术优化了

汽车紧固件批量生产方案，同时为无铬锌铝涂层技术规范

制定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填补了国内无铬涂层基础
化纤生产智能物流

研究的空白。该技术在相关企业得到推广应用，提高了汽

车紧固件防腐蚀设计水平，缩小与合资主机厂的差距，提

升了自主品牌轿车的竞争力。

（10）化纤生产智能物流系统

北自所开发了化纤生产智能物流系统，该系统解决

了丝卷信息绑定与校验、堆垛机高速运行和高精度定位、

机器人手爪柔性化、丝卷和纸箱智能分道、智能跟踪调

度软件、物流系统综合集成等关键技术，实现了从丝车上

线、落筒、输送、储存、检验分类、包装到码垛的全程自

动化。此项物流系统与原有物流生产线相比，生产人员由

500人减少到200人，年处理丝卷25万吨，产品优等率提

高2%，每年可为用户增加效益约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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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服务

机械总院以引领装备制造技术为己任，以会员制方

式吸纳相关企业与个人，以支撑政府决策、标准制修

订、跟踪国际先进制造技术、承担行业协会、开展工程

设计与监理、技术咨询、质量检验、产品和体系认证、

刊物出版、开放实验室、行业发展研讨、组织国际国内

学术论坛、创新联盟、组织技术展览等方式开展行业服

务工作。

2014年，为进一步加强机械总院行业技术服务工

作，发布了《机械总院行业技术服务业务管理办法》；组

建了“机械总院行业技术服务业务协同发展委员会”并召

开了首届会议，健全了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将为推进

行业技术服务业务战略发展研究、资源整合、及与产业

和科研的协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2.1 服务政府决策和行业发展

机械总院充分发挥行业品牌优势和装备制造业战略

咨询综合优势，积极参加了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及

工程院等政府部门《制造强国战略研究》、《强基工程战略

研究》、《新时期重大技术装备指导性文件》、《2015-2017

年工业强基工程指南》、《2015年04重大专项基础制造装

备项目指南》、《“十三五”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

规划》等重大咨询项目。

2014年，生产力中心紧紧把握国家在高端装备制造

业、强基工程研究等领域的关注重点，开展了区域智能

制造规划研究，率先提出了智能制造服务业概念，承担

了“宜宾市重大装备机械制造基地建设规划”、“安阳市龙

机械安全标准化产学研示范基地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揭牌仪式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届三次年会在温州召开

全国管路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四届一次会议在南昌召开

安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泉州制造2025发展纲要及

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计划”等一批地方规划项目。

4.2.2 制修订标准和宣贯

2014年，机械总院共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合计198项，为工信部和机械工业联合会复核标

准4000余项。标准数量、水平和应用成效显著。

生产力中心主持制定《机械安全 安全标准应用人类工

效学原则》国际标准，使中国成为在机械安全国际标准化

领域第一个主持制定国际标准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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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名称 对口国际标准TC 国内代号 单位

1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螺纹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ISO/TC1 TC108 生产力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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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146 生产力中心

3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带轮与带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ISO/TC41 TC428 生产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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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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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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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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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41 TC428 生产力中心

9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10 机械工业干燥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11 20075016-T-469 生产力中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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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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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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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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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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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全国电工术语标委会 IEC/TC1 SAC/TC232 生产力中心

18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37 生产力中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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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全国筛网筛分和颗粒分检方法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ISO/TC24 SAC/TC168 生产力中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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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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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全国微机电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36 生产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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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名称 对口国际标准TC 国内代号 单位

24
全国工艺文件与技术信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ISO/TC10/SC1 SAC/TC146/SC2 生产力中心

25 机械工业工艺工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26 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TC44 SAC/TC55 哈焊所

27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7/SC11，ISO/TC25 TC54 沈铸所

28
全国金属与非金属覆盖层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TC107 TC57 材保所

29 全国齿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60 SAC/TC52 郑机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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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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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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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可编程序控制器分技术

委员会

IEC/TC65B TC124/SC5 北自所

34 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74 机电所

35 全国热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SAC/TC75 机电所

36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全

和机器性能的试验方法分技术委员会
TC127/SC1 SAC/TC334/SC1 试验场

37 全国索道及游乐设施标准化委员会 TC250 试验场

38
全国航空货运及地面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SAC/TC359 试验场

39 总装备部基础局（军标） 试验场

40 全国包装标委会（中包联合会） SAC/TC49 试验场

4.2.3 技术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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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总院所属生产力中心连续第七年被科技部评为优秀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进一步提升了总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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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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产品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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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行业设于总院内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共有13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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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试验场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获得工信部超限车辆ABS道路试验的授权资质和非道路机械排放

污染物检测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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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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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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认证和审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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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机械总院完成认证企业957家，发放证书4056张；累计完成认证企业10618家，发放证书2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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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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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一设计院设计并承担工程管理的巴西制造基地正式竣工投产。该基地一期项目总投资2亿美元，占地

面积80万平方米，建设了4座占地面积共计14万平方米的主要生产厂房，具备从零部件下料、成型到结构件及总成的焊

接、机加工、涂装，再到整机的装配、试验的全套生产条件。第一设计院除承担工程设计外，还负责工程管理服务及

主要生产线的工程总包，为海外市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7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014年，机械总院组织召开机械行业科研院所创新发展论坛暨第三届全国机械科研院所长会议，推进科研院所之

间深度合作，开展技术协同创新、实现产业联动发展，确立了总院在机械行业科研院所中的引领地位。

机械行业科研院所

创新发展论坛暨第三届

全国机械科研院所长会

议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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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策划了2个高端国际合作访问团，一是赴美国著名工科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落实双方战略合作协议；

二是应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邀请，赴韩国仁川参加第六届中韩合作暨以轻量化、绿色化先进制造技术为主题的研讨

会，并与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机械总院李新亚院长率队访问俄亥俄州立大学机械总院李新亚院长参加第六届中韩合作暨轻量化、绿色化先进制造

技术主题研讨会

李新亚院长在2014中国铸造活动周作报告 中汽认证与荷兰CORS公司联合召开儿童乘员约束系统CCC认证交流

研讨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

2014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年会在西安召开，李新亚

院长作为学会副理事长出席会议并主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十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王德成副院长、单忠德副院

长应邀出席会议，承担学会相关工作的多名总院直属单位

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研讨学会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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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为推动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加快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化，联合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兵器集团、中国南车集团、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中国西电集团、中国一汽

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等国内知名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计23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中国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召开中国

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在

北京胜利召开

机电所承办2014

中国模具行业大会

4.2.8 积极承担行业协会、学会工作

截止到2014年底，共有5个行业协会，8个行业分会和4个委员会挂靠在机械总院，服务近30000家企业。协会以会

员制方式吸纳相关企业与个人，以行业发展研讨、技术展览、产品展示等方式开展技术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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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术组织名称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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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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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表面保护专业委员会 材保所

6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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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动化学会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 北自所 

11 中国电子学会离子束专业委员会 北自所 

12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 机电所

1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 机电所

14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可靠性工程分会 生产力中心

15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环境保护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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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制图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18 北京工程图学学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机械总院承担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等多个学会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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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承办期刊工作

机械总院承办国家批准期刊20种，月发行量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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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促

进了国内国际学术和前沿技术的交流。

序号 刊名 发行单位

1 《中国焊接》（英文） 哈焊所

2 《焊接学报》 哈焊所

3 《焊接》 哈焊所

4 《机械制造文摘—焊接分册》 哈焊所

5 《铸造》 沈铸所

6 《中国铸造》（英文） 沈铸所

7 《机械传动》 郑机所

8 《机械强度》 郑机所

9 《材料保护》 材保所

10 《表面工程资讯》 材保所

11 《制造业自动化》 北自所

12 《液压与气动》 北自所

13 《金属热处理》 机电所

14 《材料热处理学报》 机电所

15 《锻压技术》 机电所

16 《塑性工程学报》 机电所

17 《工程机械和车辆技术质量与标准化信息》 试验场

18 《机电产品开发与创新》 生产力中心

19 《机械工业标准化与质量》 生产力中心

20 《机电兵船档案》 机械工业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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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才队伍建设

依托国家级人才奖励或培养计划，机械总院进一步加强内部高端专业技术人才培养。2014年，成功入选中组部

“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新增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1人；获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先进集体1个，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领军人才2人、创新团队2个，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人选3人，

青年千人计划专家1人。进一步充实四类人才队伍的规模，保证了国资委考核的高级技术人员占比的稳定增长。

结合总院战略发展高端人才需求，制定了机械总院2014-2015年“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引进方案，编制了《机械

科学研究总院2014年引进高端人才需求目录》，进一步加大对“千人计划”等国家级高端人才和影响单位资质的高级职

业资格人才的柔性引进力度。2014年共引进各类高端人才29人，提前实现引进60名高端人才的“十二五”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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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有

31人评审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79人为高级工程师。

2014年，总院各单位共接收高校毕业生172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1人，占6.4%，硕士研究生102人，占59.3%，本

科生58人，占33.7% ；211院校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56.4%，比2013年211院校毕业生占比提高7个百分点；研究生以

上学历占比为66.3%，比2013年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提高9.7个百分点。优秀青年人才的加盟为总院补充了新鲜血液，

为总院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和保障。

我院李宝东同志成功入选2014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我院单忠德同志成功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机械总院召开

2014年度工程系列

高级职称评审暨杰

出科技专家评选工

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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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研究生教育

机械总院是首批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后工作站资格单

位。2014年，正式设立机械总院研究生工作部，实现了

接收推免硕士生渠道的新突破，博士研究生招生来自重点

院校生源比例提高15%，创历史新高。2014年，总院共

招收博士研究生34人，硕士研究生54人，授予博士学位6

人，硕士学位56人。其中与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18人。

2014年，机械总院新增博士生导师5人，硕士生导师

12人。截至2014年12月，院共有博士生导师40名，硕士

生导师143名。

机械总院2014年研究生开学典礼暨研究生工作部成立仪式

机械总院2014

年研究生毕业典礼

4.5 员工关怀

带薪休假制度

机械总院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依照国家休假制度，

为员工提供带薪年假和灵活的弹性休假制度。

员工培训

机械总院进一步完善集团培训体系，不断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按照集团年度培训计划，实施以提升企业家精

神、提高履职能力、岗位技能需要、干部培养需要四大模
机械总院2014年在京单位新员工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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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计划培训1030人次。同时，继续推进网络在线培训、

总部员工读书培训、新员工入院培训、总部员工拓展培

训，并举办机械总院第四期领导干部培训班。

职代会建设

机械总院各单位在2014年分别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并通过选举产生了机械总院集团职工代表大会，设立

了民主管理综合专门工作委员会和提案征集审理专门工作

委员会。

关爱青年员工成长

机械总院团委积极响应中央企业团工委的号召，将

“我的中国梦，青春央企梦”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向深

入，组织举办“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会，勉励团员青

年脚踏实地，勤勉进取。

机械总院团委组织召开“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会

　　●　2013年度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团委

　　●　2013年度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支部：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建筑工程所联合团支部，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自动控制与物流中心团支部

　　●　2013年度中央企业优秀共青团员：郭 枭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产业联合团支部书记

　　●　2013年度中央企业优秀共青团干部：李云鹏 郑州机械研究所团委书记

　　石 华 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团总支书记

　　张 曦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团委委员、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团委书记

　　●　2013年度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实心焊丝事业部

　　●　2013年度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雷 振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研发中心主任助理

2014年，中央企业团工委印发了《关于表彰2013年

度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命名2013年度中央

企业青年文明号、表彰2013年度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

的决定》，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所属单位共有4个青年集体和

5名青年同志获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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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梁——沈铸所 张跃精益求精——哈焊所 齐秀滨

加油——第一设计院 冯伟

科大园主楼——郑机所 王志刚 桥之弦——材保所 段海涛

机械总院工会举办了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的摄影比赛，收集了各单位干部群众在科研、生产、经营活动中

的精彩瞬间，展现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勤勉奉献的风采，共评选出一等奖6个、二等奖9个和

三等奖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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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劳动美”作品展

4.6 党建工作

机械总院党委把抓好整改落实工作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相结合，与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上

下联动，坚持以改革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各单位党委（总支）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穿于工作中，以教育实践活动促

进中心工作，以工作成绩检验教育实践活动成效，取得了明显的思想认识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

2014年，机械总院召开了庆祝建党93周年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对荣获“四好”领导班子、“四强”党组织、

“四优”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先进工会组织、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称号的30个先进集体和91名先进个人进行了隆

重表彰。

机械总院认真落实中纪委三次、四次全会精神，组织党员和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反腐倡廉主题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党风党纪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

全神贯注——机电所 冯艳秋 最美一线员工——试验场 李静

淡定——院总部、海西分院 姜超 焊接——北自所 庞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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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党总支党员主题实践教育活动 机械总院召开2014年纪检监察专题会议

4.7 机械工业档案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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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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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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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定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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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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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任务。

机械总院以产业助推新县装备制造业发展，协助新县引入珠海运泰

利集团投资兴建毅辉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落地；以规划协助新县产业发

展，为确保定点扶贫新县工作统筹有序、有效开展，机械总院制定《总

院定点扶贫新县10年（2011-2020）规划》，以规划统领总院定点扶贫有

关工作；以干部交流为纽带促进扶贫工作有效开展，双方交流干部有力

支撑了总院与新县扶贫工作交流互动，在扶贫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桥梁纽

带作用，为双方持续深入开展干部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和机制基

础；以扶贫基金建立长效帮扶机制，设立扶贫基金银行专用账户，总院

工会向各单位发出捐款倡议。

新县新兴工业发展座谈会 机械总院李亚平副院长为毅辉智能制造产业园奠基

李亚平副院长代

表总院与新县县政府

和珠海运泰利集团共

同签署三方《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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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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绩效
Market Performanc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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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股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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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持续提高集团管理水平

依据机械总院2014年总体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部

署，明确24项重点工作，强化组织实施和重点突破，持续

提升总部价值。

以集团会议为平台，不断推进集团核心工作，全力强

化市场能力建设和市场开发，积极推进投资并购活动，持

续推进商业模式升级等重点相关工作攻坚“十二五”目标。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到北自所视察

机械总院2014年度产业发展委员会会议暨市场经营工作会议在总院

召开

机械总院2014年度半年工作会议在青岛分院召开

机械总院2014

年度经济工作会议

在沈铸所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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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进一步提升集团管控能力

机械总院以战略“图-卡-表”所列指标构建“战略考核体系”，首次完成了对集团所有直属单位2013年的战略绩效考

核；启动集团三级业务单元的战略绩效、战略管理工作，实现了从对战略规划的单一环节管理，延伸到对战略目标、

战略措施、战略结果的全流程综合管理。

5.1.3 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

按照集团信息化规划的要求，完成综合管理平台、战略管控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三大信息系统20余个主要模

块，积极推进集团视频系统一期规划，完成了相关专项工作的网上办公、数据统计、分析决策、绩效考核，全面提升

了集团信息化水平。

5.2 客户责任

5.2.1 积极推进总院三级市场体系建设

强化“集团—直属单位—事业部（研究室、中心等）”三级组织、三级市场责任，督促“二级”切实发挥作用。结合

产业调研，对三级市场体系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并发布“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三级市场体系建设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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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加强市场开拓能力建设

机械总院积极发挥集团引领作用，稳步推进市场开发工作。以高端装备制造技术与装备为主题，总院组团参加了

福建省“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获评展会最佳组织奖。在福建三明组织召开“2014年海峡技术转移专场—机械

总院百项科技成果推介对接会”，集团与福建省110家企业的260名代表进行了现场交流对接，集团各单位与三钢集团、

中国重汽海西公司等17家在闽企业成功进行了成果对接和合作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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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所多专业协同作战优势，

提高项目中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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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展的市场协同效应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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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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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机所参加第十九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机械总院科技百项成果推介会

中汽认证参加2014德国沃尔夫斯堡第八届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机械总院机器换人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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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伙伴责任

5.3.1 强化战略合作

（1）深化与地方政府合作，搭建区域市场平台

2014年，总院持续推动与全国多个省（区、市）各级政府的区域合作，加强往来互动，对接培育与河北廊坊、辽宁锦

州、湖北十堰、安徽宣城、江苏宜兴和常熟等省（区、市）地方政府的合作；重点深化同浙江省、福建省与山东青岛和潍

坊、江苏常州等地方各级政府的合作，落实合作协议或合作项目。

机械总院与常熟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机械总院与浙江省经信委签署“机器换人”战略合作协议

机械总院与福建省政府、三明市政府签署三方共建协议

机械总院与山东潍坊高新区签署共建潍坊3D打印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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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高端企业合作，协同开发科技市场

2014年，总院策划与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装备制

造公司、东方电气中央研究院落实协议，保持高层长效交流机制，推介机械总院装备制造技术综合优势，争取多项装

备产品类合作业务意向，谋求协同共赢。

机械总院与广西玉柴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一汽技术中心董学锋副总工程师一行到访研究中心

机械总院与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王德成副院长赴东风汽车公司调研交流

试验场与杭叉叉车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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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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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铸所通过中国铸造协会组织评选的信用等级AAA复评

5.3.3 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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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和精神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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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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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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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追求经济发展的

同时，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企业必须履行的发展

任务。机械总院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在深化节能减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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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绩效
Environment Performanc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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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提供绿色技术和服务

6.1 深化节能减排

2014年，机械总院配合集团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官方网站、OA办公系统、企业邮箱等媒介，推广办

公流程电子化、信息化，通过电子公文、企业邮箱等减少纸墨使用量。机械总院通过节能节水等宣传，倡导

节能办公、绿色办公。

案  例

绿色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下称“绿色联盟”）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合肥召开，机械总院

李新亚院长作为绿色联盟副理事长出席并主持会议。来自绿色联盟40余家理事单位共10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

议，总院生产力中心、机电所、研究中心、材保所等承担联盟相关工作的领导和人员参加了会议。

案  例

6.2 倡导绿色制造理念

北自所“单向拉伸薄膜生产线”一次试车成

功，成为当前国内唯一一家干法锂电池隔膜装备、

工艺和技术服务商，解决了锂电池的关键部件——

锂电池隔膜生产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我国发展生产

新型电源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应用需求和市场空

间巨大，环保价值显著，推动我国新型能源制造的

发展。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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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研制的长纤维复合材料短流程快速

成形技术与成套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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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杆等复合材料

制品在线快速制造，成形周期1-2件╱min，产品

飞边少，成品率＞95%，制品中纤维长度达到15-

35mm，形成重要技术突破。

材保所成功研制环保型铝合金除垢剂。

该环保除垢剂，主要用于铝及铝合金电镀前处

理，特别适用于含硅量高的铝合金的前处理。

该除垢剂已经成功在福建福州、浙江靖江、上

虞等多家铝合金电镀厂家使用，产品具有绿色

节能环保、高效、工艺稳定，符合越来越高的

环保要求，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海西分院中机铸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研发设计产能12万吨╱年的水玻璃铸造废弃砂

再生利用自动化示范生产线完成安装调试并顺

利投产，实现了水玻璃铸造废弃砂的多次再生

循环利用。该技术具有再生效率高、经济、环

保、污水零排放等特点，多家铸造企业试用反

响好，再生砂铸造性能明显优于新砂，价格比

采购新砂明显降低。解决了我国水玻璃工艺铸

造废弃砂再生循环利用的难题，对推动我国铸

造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铸造和发展循环经济

具有重大意义。

案  例

案  例 案  例

6.4 推动绿色技术产业化

经除垢剂除垢后的铝合金部件 “水玻璃铸造废砂再生”项目获优秀产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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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机械总院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十二五”战略规划的收官之

年，更是总院丰富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双轮驱动快速发展的跨越之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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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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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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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社会责任工作展望
The Future Wor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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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公益：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科研和行业服务的优

势，持续创造绿色价值；积极开展责任扶贫和多种形式的

志愿者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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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意见反馈
Reader Feedback08

　　本报告是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向社会公开发布的第四份社会责任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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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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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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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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

邮编：100044

电话Tel ：010-88301811

传真Fax ：010-68340825

E-mail: cam@cam.com.cn

http: //www.cam.com.cn

简称：材保所

地址：武汉市汉口宝丰二路126号

邮编：430030

电话Tel ：027-83641626

传真Fax ：027-83637647

E-mail: zhb@rimp.com.cn

http: //www.rimp.com.cn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HARBIN WELDING INSTITUTE

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
FIRST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MI CHINA

简称：哈焊所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路2077号

邮编：150028

电话Tel ：0451-86325967

传真Fax ：0451-86325871

E-mail: hrbhjs@hwi.com.cn

http: //www.hwi.com.cn

简称：第一设计院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12550号

邮编：230601

电话Tel ：0551-65890012

传真Fax ：0551-65890000

E-mail: cmfi@163.com

http: //www.cmfi.cn

沈阳铸造研究所
SHE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UNDRy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FoR 
MACHINERy INDUSTRy

简称：沈铸所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云峰南街17号

邮编：110022

电话Tel ：024-25852311

传真Fax ：024-25851306

E-mail: srif@chinasrif.com

http: //www.chinasrif.com

简称：北自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教场口1号

邮编：100120

电话Tel ：010-82285588

传真Fax ：010-82285699

E-mail: sb@riamb.ac.cn

http: //www.riamb.ac.cn

郑州机械研究所
ZHE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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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郑机所

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81号

邮编：450052

电话Tel ：0371-67710950

传真Fax ：0371-67449148

E-mail: postmaster@zrime.com.cn

http: //www.zrime.com.cn

简称：机电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18号

邮编：100083

电话Tel ：010-62920621

传真Fax ：010-62920623

E-mail: bgs@jds.ac.cn

http: //www.brimet.ac.cn

附录
Appendix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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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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科学研究院浙江分院有限公司
Zhejiang Branch of CAM

简称：试验场
地址：北京市延庆县东外大街55号
邮编：102100
电话Tel: 010-69101192
传真Fax: 010-69101604
E-mail: syczjzx@sohu.com
http: //www.syc.org.cn

简称：浙江分院
地址：杭州市中河中路175号
邮编：310001
电话Tel ：0571-87703181
传真Fax ：0571-87703182
E-mail: cam-zj@cam-zj.com.cn
http: //www.cam-zj.com.cn

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ACHINE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
jiangsu Branch of CAM

简称：机科股份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
邮编：100044
电话Tel ：010-88301424
传真Fax ：010-88301958
E-mail: mtd@mtd.com.cn
http: //www.mtd.com.cn

简称：江苏分院
地址：江苏常州武进区常武中路801号科教城天鸿大厦C座
邮编：213164
电话Tel ：0519-89193965
传真Fax ：0519-89193965
E-mail: changzhou@camt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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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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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生产力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
邮编：100044
电话Tel ：010-88301218
传真Fax ：010-88301234
E-mail: pcmi@pcmi.com.cn
http: //www.pcmi.com.cn

简称：海西分院
地址：福建三明高新区金明路金沙管委会二楼
邮编：365500
电话Tel ：0598-8050808
传真Fax ：0598-8050909
http: //www.camh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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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青岛分院
Qingdao Branch of CAM

简称：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18号
邮编：100083
电话Tel ：010-82415078
传真Fax ：010-82415078
E-mail: camtc@cam.com.cn
http: //www.camtc.com.cn

简称：青岛分院
地址：山东青岛胶州市上海路127号
邮编：266300
电话Tel ：0532-82200596
传真Fax ：0532-82200596

中汽认证中心
CHINA CERTIFICATIoN CENTRE FoR 
AUToMoTIVE PRoDUCTS

简称：中汽认证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馆南路2号
邮编：100044
电话Tel ：010-88301107
传真Fax ：010-88301440
E-mail: cccap@mail.cccap.org.cn
http: //www.cccap.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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