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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名 大型轻质、高强筒形构件旋压设备与工艺

主要完成人 李志强，李继贞，韩冬，刘旭东，王海涛，关大力，刘德贵，杨延涛，李初晔
，魏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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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1 塑性加工工艺与设备 代码 46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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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航空、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制造业

任务来源 国家计划:其它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04专项）——大型数控强力旋压机，项目编号
：2011ZX04002-141。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8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7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04年3月26日 完成：  201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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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提名者 中国航空学会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2号院中国航空学
会320房间

邮政编码 100012

联 系 人 余策 联系电话 84924387

电子邮箱 yuce@csaa.org.cn 传    真 010-84923942

提名意见：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承担的“大型轻质、高强筒形构件旋压设备与工艺”项目于2018年获得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项目针对航空、航天领域大型轻质高强筒形构件整体制造需求，开展了大
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及工艺研究，在旋压工艺方法创新、大型旋压结构设计与制造、电液伺服控制系统开
发等方面取得创新性突破，研制了我国首台直径大于2000mm的大型强力旋压设备，建立了我国大型强力
旋压设备的设计制造与工艺技术体系。项目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旋压力协同控制技术和动态错距
旋压成形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项目研制的旋压设备于2013年9月交付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已成功应用于战略导弹和运载火
箭固体发动机筒体、大型加油机油箱铝合金筒体、大型生箔机阴极辊钛合金筒体的批量生产，支撑了我国
战略武器、重型运载火箭、大型飞机以及电子行业基础材料的发展。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
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
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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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旋压工艺是制造固体火箭发动机金属筒体的主要成形方法，是提升战略导

弹射程与打击精度、重型运载火箭运载能力与入轨精度的关键技术。我国原有

旋压设备的尺寸、精度以及工艺无法满足新一代航空航天装备的发展需求，亟

需研发大尺寸、高精度、轻质高强金属筒体的旋压成形设备与工艺。大型强力

旋压设备需要同时满足高精度和重载荷的要求，结构设计和电液伺服控制技术

难度很大，西方国家严格限制大型强力旋压设备出口，必须立足自主研发。 
本项目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历时

11 年，突破了旋压成形工艺、大型强力旋压设备设计制造、电液伺服控制等关

键技术，研发出了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实现了大尺寸、轻质高强材料筒体

的高精度整体成形。主要技术创新包括： 
（1）发明了动态错距旋压新工艺。揭示了动态错距旋压过程中材料的变形

规律，避免了传统错距旋压引起的芯模与筒体受力失衡，解决了局部开裂、表

面损伤和变形不均匀等问题。提出了基于壁厚监测的动态错距旋压工艺闭环控

制方法，实现了大尺寸薄壁筒体的旋压成形，完成了 Φ2400mm×4000mm 筒形构

件的制造。 
（2）提出了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的新结构。构建了三立柱与横梁预应力

连接的顶部开敞框架结构，满足了大尺寸筒体旋压成形的工作空间需求，提出

了结构变形协调与补偿方法，解决了旋压过程中强力集中载荷引起的设备刚度

不足问题。发明了紧凑型液压顶出机构与防止筒体变形的卸料装置，提升了旋

压过程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3）发明了旋压力自适应协同控制方法。提出了基于线性液压驱动的电液

伺服控制和多轴协同数字控制技术，发明了旋压力自适应协同控制方法，实现

了旋压过程中力、变形和进给比的自适应补偿与调整，保证了大尺寸薄壁筒体

的成形精度，超高强度钢筒体壁厚误差<0.15mm，直径误差<0.4mm，直线度偏

差<1.0mm。 
本项目曾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 项、软件

著作权 7 项，发表论文 9 篇，编制企业标准 2 项。经专家组鉴定，项目总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旋压力协同控制技术和动态错距旋压成形技术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项目研制的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与工艺已应用于战略导弹固体火箭发动

机筒体和大型空中加油机铝合金油箱筒体的批量生产，满足了我国新一代武器

装备的发展需求，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项目成果应用于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

固体发动机筒体和大型生箔机阴极辊钛合金筒体的制造，推动了我国民用航天

和电子行业基础材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项目形成的旋压成形新工

艺、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设计制造等技术，提升了我国重大短板装备的自主

保障能力，2016 年至今，累计产值 18.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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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1）项目背景及总体思路 
固体火箭发动机筒体是战略导弹和重型运载火箭的关键构件，筒体尺寸越

大，装药量越多，射程和运载能力越大，筒体精度越高，弹体飞行姿态控制精

度越高，打击精度和入轨精度越高。制造固体火箭发动机筒体的主要方法是旋

压工艺，大尺寸、高精度、轻质高强金属筒体的旋压成形需要研发专用的旋压

设备与工艺，由于需要同时满足高精度和重载荷的要求，大型强力旋压设备的

结构设计和电液伺服控制技术难度很大，目前只有美国、西班牙具备该技术。

我国战略导弹和重型运载火箭的固体发动机筒体采用超高强度钢（抗拉强

度>1700MPa）制造，要求直径大于 2000mm、高度大于 2500mm，国内原有旋

压设备的加工能力、成形精度均无法满足需求，亟需大型强力旋压设备，但西

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必须立足自主研发。 
旋压成形与“陶器制坯”过程类似，成形原理如图 1 所示，旋转的坯料在旋轮

挤压作用下逐点连续塑性变形，坯料厚度减薄的同时高度延长，经过多道次变

形，最终获得薄壁筒体。 

        
图 1  旋压成形示意图         图 2  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 

研制大型强力旋压设备的主要挑战是实现重载荷条件下大尺寸筒体的高精

度成形，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难题。一是旋压工艺难题，采用传统错距旋压工

艺，各个旋轮起旋阶段不能同时与工件接触，导致芯模与主轴承受偏载，引起

工件局部开裂、表面损伤和变形不均匀等问题；二是设备结构难题，需要平衡

设备的工作空间与结构刚度之间的矛盾，传统封闭框架结构刚度好，但无法满

足芯模和工件装卸的空间要求，开敞结构在集中强力载荷作用下刚度不足，结

构变形大，造成设备的精度低、稳定性差；三是电液伺服控制难题，大尺寸筒

体旋压过程的负载与进给非线性强，旋轮之间的协调控制难度大，负载进给行

程长、运动惯量大，通过常规的伺服位移控制，难以实现高精度成形。 
针对上述问题，项目组以战略武器固体火箭发动机筒体为主要对象，通过

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在旋压工艺方法创新、设备结构设计与制造、电

液伺服控制系统开发等方面取得突破，研制了我国首台直径大于 2000mm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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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强力旋压设备（图 2），在此基础上，拓展形成了超高强度钢、铝合金、钛合

金大型薄壁筒体旋压成形的整体解决方案，建立了我国大型强力旋压设备的设

计制造与工艺技术体系，支撑了我国战略武器、重型运载火箭、大型飞机以及

电子行业基础材料的发展。 
（2）主要技术创新 

【创新点 1】发明了动态错距旋压工艺。[所属学科：塑性加工工艺与设备；

发明专利 3 项(ZL201310210281.9、ZL201510939283.0、ZL201310278339.3)，论

文 2 篇] 
传统错距旋压过程如图 3 所示，三个旋轮在起旋阶段依次与坯料接触并施

加作用力，在第三个旋轮与坯料接触之前，芯模受力不均衡导致主轴承受偏载

力矩。对于小尺寸筒形构件，径向力和轴向行程较小，通过提高设备轴系承载

能力，可以抵抗偏载力矩；但对于大尺寸高强材料筒形件，载荷吨位大、进给

行程长，受轴承的承载能力限制，旋压设备轴系无法抵抗偏载力矩，因此，必

须通过改进旋压工艺，尽量减小偏载力矩。 
 

 
（1）单旋轮接触（偏载） （2）两旋轮接触（偏载） （3）三旋轮接触（平衡） 

图 3  传统错距旋压过程 

 
（1）三旋轮同步进给（平衡） （2）三旋轮动态错距（平衡） （3）三旋轮错距（平衡） 

图 4  同步进给-动态错距旋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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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明了同步进给-动态错距旋压工艺（附件 01）。在起旋阶段，三个旋轮

在同一高度同时接触工件，旋轮 1、2、3 依次完成径向进给和轴向错距，实现

了旋轮与坯料的同步接触与受力平衡，避免了旋轮与坯料的依次接触会产生的

偏载力矩，如图 4 所示。提出了三旋轮进给比控制方法（附件 03），基于旋轮错

距量的动态变化，调整变形区域材料的应力状态，并控制旋压过程材料的塑性

流动，提高成形性能和成形精度，实现了大尺寸薄壁筒体的旋压成形，最大直

径达到 2400mm，最大高度达到 4000mm。 
② 提出了动态错距旋压的工艺控制方法。发明了壁厚动态控制方法（附件

04），实时监控旋压过程中材料的挤出速度，依据体积不变原理分析壁厚与理论

值的差异，实现了旋压工件壁厚的精确控制。提出了旋压成形缺陷的控制方法，

调整变形区域位置与变形程度，显著提高了动态错距旋压成形的可靠性，产品

合格率提高 32%，制造周期缩短 41%。开发了旋压过程温度控制方法，实现了

铝合金、钛合金筒体的旋压成形，提高了动态错距旋压的普适性。 

【创新点 2】提出了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的新结构。[所属学科：塑性加

工工艺与设备；发明专利 3 项(ZL201310261545.3、ZL201510939283.0、ZL20131 
0278339.3)，企业标准 2 项，论文 5 篇] 

旋压设备包括卧式和立式两种结构，卧式结构一般适用于成形尺寸较小的

构件，对于大型筒形件，由于芯模吨位大，自身重力造成挠曲变形，并导致主

轴产生严重的偏载，影响工件的成形精度；立式结构可以避免芯模的挠曲变形

和主轴的偏载，传统封闭框架立式结构（图 5）刚度好，但无法满足芯模和工件

装卸的空间要求，开敞结构在集中强力载荷作用下刚度不足，结构变形大，造

成设备的精度低、稳定性差，因此，平衡工作空间与刚度之间的矛盾是设备结

构设计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图 5  封闭框架结构               图 6  开敞框架结构 

① 构建了三立柱与横梁连接的顶部开敞框架结构（附件 26-29）。提出了大

型强力旋压设备的立式结构，解决了卧式结构中芯模和构件自身重力导致严重

挠曲变形的问题。创新性提出了三立柱与横梁连接的顶部开敞框架结构（图 6），
解决了传统高刚性封闭框架结构工作空间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连接横梁的预应

力装配技术，通过立柱与横梁接触面的调整与配合，实现了整体框架的预应力

连接，保证了满负荷条件下设备整体变形不大于 0.3mm。建立了框架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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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以变形极小化为目标进行拓扑计算，实现了合理的空间布局，提高了结

构效率。 
② 提出了紧凑型液压顶出机构与防止筒体变形的卸料装置（附件 02、

05-06）。针对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芯模吨位大以及安装调试精度差、效率低的

问题，发明了与主轴耦合的芯模液压顶出机构，实现了主轴-油缸系统的一体化

设计，保证了芯模顶出时受力均衡和运行稳定。提出了防止筒体变形的卸料方

法及装置，解决了传统卸料装置导致筒体变形与芯模损伤的问题，通过多维度

负载与位置监测，基于卸料力的阈值控制，提高了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卸料

过程的稳定性。 
【创新点 3】发明了旋压力自适应协同控制方法。[所属学科：塑性加工工

艺与设备；发明专利 2 项 (ZL201110127418.5、ZL201510330259.7)，论文 2 篇，

软件著作权7项 (2014SR084772、2014SR086620、2014SR084762、2014SR084314、
2018SR1085734、2018SR1085739、2018SR1085742) ] 

重载荷条件下大尺寸筒体的动态错距旋压过程，具有负载进给行程长、运

动惯量大和旋压力不稳定等特点，造成负载与进给非线性强，采用常规的位移

伺服技术，难以实现三旋轮的高精度协同控制，必须提出新的电液伺服控制方

法。 

   
图 7  电液直线轴控制系统原理图     图 8  旋压力自适应控制示意图 

 
式中 F1、F2、F3 为三个旋压力、δ为动/静态误差补偿量、K1、K2、K3 为常

量，P 为旋轮补偿前作用力，H 为旋轮高度。 
① 提出了基于线性驱动的电液伺服控制方法（附件 17-18）。针对大型立式

强力旋压设备运行过程中局部集中负载大、定位控制精度要求高、旋轮协同控

制难等特点，开发了基于线性驱动和高精度比例伺服控制的全闭环电液伺服控

制驱动方法（图 7），实现了径向、轴向、主轴的多轴 CNC 主动控制。提出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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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建模及补偿控制技术和液压动态平衡技术，在满足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结

构高刚度要求的基础上，实现了重载低速负载驱动系统的高精度平稳控制。 
② 发明了旋压力自适应协同控制方法（附件 19-25）。探明了工件旋压成形

精度的影响因素，建立了旋压设备静态/动态误差补偿模型（公式 1），根据旋轮

受力和位置的变化，实现了旋轮与芯模间隙的动态补偿（图 8）。建立了旋压力

自适应算法，保证了旋压成形过程中三旋轮的合力最小，实现了超高强度钢筒

体壁厚误差由 0.4mm 降低到 0.15mm。提出了自动续旋技术，解决了旋压过程中

断后变形不连续导致表面质量下降的问题。发明了旋轮速度自适应控制技术，

实现了旋轮与芯模旋转速度的精确匹配，避免了工件和旋轮损伤。开发了基于

电压矢量控制算法的旋轮进给比自动控制技术，提高了大尺寸筒体成形的贴模

精度，实现了直径误差由 2.2mm 降低到 0.4mm，直线度偏差由 3.0mm 降低到

1.0mm。 
（3）与当前国内外同类技术主要参数比较 

项目主要创新点与国内外同类技术对比见表 1，项目针对我国战略武器、大

型飞机发展所需的大型强力旋压工艺与设备，建立了新型工艺和设备设计制造

技术体系，项目开发的动态错距旋压工艺和旋压力协同控制技术，均属国内外

同类产品首创，从根本上解决了旋压工艺中集中载荷导致的材料流动不均所带

来的成形质量问题，实现了筒形构件旋压成形精度的大幅提升，设备加工范围

与国际同类设备相当，工件加工精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项目总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其中选压力协同控制和同步进给-动态在线错距旋压成形技术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附件 31）。 
本项目曾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 项、软件

著作权 7 项，发表论文 9 篇，编制企业标准 2 项。 

表 1  国内外同类旋压设备关键技术指标对比 

类别 
国内

W-029 

美国 

sargent 

西班牙 

DENN 
本项目 

加工

范围 

直径 2000mm 3000mm 1600mm 2600mm 

高度 2500mm 6700mm 3000mm 4000mm 

尺寸

精度 

壁厚误差 0.4mm 无相关文献 0.3mm 0.15mm  

直径误差 1.0mm 无相关文献 1.5mm 0.4mm  

功能

效果 

控制方式 液压仿形 数控 数控 旋压力协同控制  

动态错距 无 无 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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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局限性 
本项目研制初期，国产多轴数控系统尚不成熟，项目组以 SIEMENS 840D

数控系统为基础，经过二次开发形成旋压操作控制系统。目前，在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的支持下，国产数控系统已经逐步完善，未来研制新型旋压机，将以国

产数控系统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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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 鉴定意见（附件 31-34） 
2018 年 1 月 29 日，中国航空学会在西安组织召开“大型轻质、高强筒形构

件旋压设备与工艺”科技成果鉴定会。由胡正寰院士担任主任，钟掘、段正澄、

谭建荣、侯晓五位院士等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技术难度大、集

成度高、创新性强，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已应用于战略导弹和固体运

载火箭等战略武器的研制生产，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和显著的社会效益。该项

目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旋压力协同控制技术和同步进给—动态在线错

距旋压成形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课题验收结论（附件 04） 

2015 年 12 月 1 日，“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

管理办公室组织技术专家对承担的“大型数控强力旋压机”课题（课题编号：

2011ZX04002-141）进行了验收，验收专家组认为课题完成了合同任务书规定的

研究内容，达到了合同书规定的考核指标；该项目研制了大型数控强力旋压设

备，并在西安航天动力机械厂实现了低碳钢、超高强度钢筒体产品的生产应用；

提交的验收材料完整齐全，符合验收要求。 
2013 年 9 月 2 日，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研制的“大型立式 CNC 强力旋

压机”在现场通过了西安航天动力机械厂的用户验收。用户认为该设备结构简

洁、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便于维护、强度高、刚性好、具有同步进刀、错距

旋压、旋压力动态显示、操作智能化、旋压力自动调节等特点，特别是旋压力

自动调节功能目前属国内外同类产品首创，填补了旋压工艺上的空白。设备静

态精度、动态精度和同步精度符合技术要求，机械、电子及液压系统运行正常

工作稳定，各项功能正常，旋压出的零件，满足要求。 
3.检验报告结论（附件 37-38）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根据 GB 
17120-2012、GB 5226.1-2008、Q/CYJSB0005-2013、Q/CYJSB0006-2013 等标准

和“大型数控强力旋压机”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任务合同书等，对其研制的编号

为 KZ11230111601 的 SY-100L 型大型数控强力旋压机进行了委托检验，所检项

目符合标准、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任务合同书等的要求。 
4. 用户评价（附件 04、06） 

设备用户单位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在应用证明中评价：“大型立式

CNC 强力旋压机”自 2013 年 9 月交付至今，主要用于大型薄壁筒体旋压成形研

制与生产，多年的使用证明该设备运行稳定、性能可靠，完全满足生产需求。

我单位利用该设备完成了数百件超高强度钢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固体发动机筒

体的研制，旋压成形的筒体精度高、尺寸一致性好、质量稳定，产品合格率提

高了 32%，制造周期缩短了 41%，获得了非常好的技术经济效益。利用该设备

完成了航空大型加油机油箱铝合金筒体和生箔机阴极辊钛合金筒体的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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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显著。 
5.曾获科技奖励 

“大型轻质、高强筒形构件旋压设备与工艺”项目于 2018 年获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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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1）固体火箭发动机筒体 
2013 年之前，国内研制的最大旋压设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卧式液压

仿形设备（最大回转直径 2000mm），设备精度低、控制方式落后，不能实现大

尺寸筒体高精度旋压成形，难以满足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发展需求。 
本项目研制的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于 2013 年 9 月在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

限公司投入使用，该设备运行可靠、性能稳定，旋压成形零件的精度高、质量

稳定，完全满足设计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利用该设备开展了超高强度钢筒体的研制和生

产，壁厚误差控制在 0.15mm 以内，直径误差控制在 0.4mm 以内，加工的零件

完全满足设计要求，产品合格率提高了 32%，制造周期缩短了 41%，保证了战

略导弹和重型运载火箭固体发动机的研发和生产。该设备还可用于更大直径筒

体的制造，为新一代战略导弹和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力推

动我国国防威慑力的提升和商业航天事业的发展。 
（2）大型空中加油机油箱筒体 
大型空中加油机的油箱采用的是铝合金筒体，具有尺寸大（Φ2400mm）、

壁厚薄（5mm）的特征。单套油箱产品应用两段筒体，高度尺寸分别为 2250mm
与 2350mm。利用大型强力旋压设备完成了大尺寸薄壁铝合金筒体的高精度旋压

成形，并实现了该油箱筒体在大型空中加油机上的装机应用。 
对比俄罗斯的方案，本项目采用旋压整体成形代替滚弯拼焊技术，取消了

油箱筒体的母线焊缝，油箱筒段（长 4600mm）的焊缝数量由 11 条减少到 1 条

环焊缝，大幅提升了箱体强度和整体精度，并显著缩短了制造周期。 
本项目在国内首次将旋压技术应用到大型空中加油机油箱的制造，提升了

油箱的整体性能，为我国大型空中加油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电子行业生箔机阴极辊 
铜箔是电子行业基础材料，广泛应用于电脑、手机等产品，特别是随着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锂电铜箔市场需求旺盛。阴极辊是铜箔制造装备的核心

部件，此前主要依赖从日本进口。 
本项目实现了钛合金阴极辊的国产化，所生产的阴极辊已成功应用于铜箔

的生产，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日本生产的有焊缝的阴极辊筒体相比，国

产旋压成形的无缝阴极辊钛合金筒体的耐腐蚀性能和使用寿命显著提升，有效

提高了铜箔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该成果的应用，打破了国

外对铜箔制造装备核心部件的垄断，实现了钛合金阴极辊的国产化，标志着我

国的铜箔生产装备实现了自主可控，显著推动了我国电子行业的发展。 
（4）推广应用情况 
大型强力旋压设备和旋压工艺在航空发动机的机匣类零件、航天运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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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筒体零件、船舶潜艇的大型压力容器等武器装备零部件制造方面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在核反应堆的回转构件、化工高压容器和其他压力容器的制造方面

也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通过拓展大型强力旋压设备和工艺的应用领域，可实

现大尺寸、高性能回转体类零件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与跨越式发展。 

表 2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及规模 起止时间 联系方式 

1 

西安航天动

力机械有限

公司 

旋压设备

与工艺 

固体火箭发动机

筒体的批量生产 

2013 年 9

月至今 

杨延涛 

13991839215 

2 

航空工业第

一飞机设计

研究院 

旋压设备

与工艺 

大型空中加油机

油箱筒体的研制

与生产 

2016 年 4

月至今 

刘斌 

17792526303 

3 

西安航天动

力机械有限

公司 

旋压设备

与工艺 

生箔机阴极辊筒

体的批量生产 

2016 年 1

月至今 

牟少正 

15991626518 

4 

江苏铭丰电

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旋压设备

与工艺 

生箔机阴极辊筒

体的批量生产 

2016 年 9

月至今 

王鹏举 

18151736268 

5 

云南惠铜新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旋压设备

与工艺 

生箔机阴极辊筒

体的批量生产 

2018 年 9

月至今 

肖辉建 

1332040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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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1）维护国家安全 
战略导弹是衡量一个国家战略力量和军事能力的重要标志，是维护国家安

全的“杀手锏”武器装备。固体火箭发动机筒体是战略导弹的关键构件，其尺

寸、精度、强度直接影响导弹射程和打击精度。据统计，筒体壁厚每减薄

0.01mm，弹体重量可以降低 1.5kg，射程相应增加 15km。项目成果实现了大尺

寸筒体的高精度旋压成形，提升了战略导弹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增强了我国的

战略威慑力。 
大型空中加油机作为空军必备的“力量倍增器”，是国家具备全天候多方

位防卫与战斗能力必不可少的一环。项目成果已应用于大型空中加油机铝合金

油箱筒体的整体旋压制造，实现了油箱筒体的轻量化，提升了空中加油能力，

进而提高了我国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和打击能力。项目成果还可用于更大规格筒

体的制造，为我国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提供技术支撑。 
（2）发展商业航天 
重型运载火箭是发展商业航天的核心装备，对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实现航

天梦至关重要。项目成果已应用于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固体发动机筒体的批量

生产，实现了大尺寸高强材料薄壁筒体的高精度制造，运载能力和入轨精度均

得到大幅提升。项目开发的大型强力旋压设备与工艺，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

锁，夯实了我国发展商业航天的技术基础。 
（3）提升自主保障 
大型强力旋压设备是我国航空、航天、核工业、船舶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基

础制造装备，一直属于西方国家出口管制的项目，也是长期制约我国大尺寸薄

壁筒形构件整体制造与应用的瓶颈之一。本项目研制的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

实现了我国重大短板装备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我国大型数控强力旋压设备

的战略空白，为大尺寸薄壁回转体类零件提供旋压设备与工艺的全套解决方

案，提升了我国重大短板装备的自主保障能力。 
（4）推动军民融合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富

国强军的核心要素。大型强力旋压设备与工艺属于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项目

成果在武器装备和民用领域均成功获得广泛应用，对于推动我国关键装备领域

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效益】 
项目研制的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与工艺已应用于战略导弹固体火箭发动

机筒体、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固体发动机筒体、大型加油机铝合金油箱筒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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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生箔机阴极辊钛合金筒体的生产，2016 年至今，增加产值 18.2 亿元（表

3）。项目成果可推广应用于核工业、船舶工业、汽车行业大型薄壁回转体类零

件的制造，具有显著的潜在经济效益。 

表 3  产值情况表 

序号 产品 应用 材料 
近三年新增产值

(亿元) 

1 
固体火箭 

发动机筒体 

战略导弹、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 

超高强度钢

（D406A） 
3.16 

2 油箱筒体 大型空中加油机 
铝合金

（5A06） 
0.20 

3 阴极辊筒体 
电子行业、 

新能源汽车 

钛合金 

（TA1）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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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
（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
编号
（标
准批
准发
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
起草单

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
人）

发明专
利

（标准
）有

效状态

发明专利 错距旋压筒形
件的工艺方法 中国

ZL2013
102102
81.9

2015年
04月08日

第
1626
482
号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制造工程
研究所

李继贞、刘德
贵、关大力、
张宁、王健飞
、余肖放、王
春会、贾春雷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用于大型立式
旋压机的卸料
装置及方法

中国
ZL2013
102615
45.3

2015年
04月08日

第
1625
584
号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制造工程
研究所

刘旭东、王海
涛、李中凯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异步错距旋压
加工方法 中国

ZL2015
109392
83.0

2017年
08月29日

第
2603
140
号

西安航天动力
机械厂

曹学文、写旭
、杨延涛、牟
少正、罗卉、
方拓、李楼、
幸磊波、白瑞
建、杨建峰、
王军锋、白小
雷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反旋成形
圆筒的壁厚监
测装置及监测
方法

中国
ZL2013
102783
39.3

2015年
09月23日

第
1797
220
号

西安航天动力
机械厂

龚军善、杨延
涛、赵琳瑜、
杨建峰、王军
锋、张荣选、
牟少正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筒形
件旋压的套管
模具及其使用
方法

中国
ZL2015
108644
89.1

2017年
04月12日

第
2441
711
号

西安航天动力
机械厂

温树斌、杨延
涛、郭强、杨
琴文、张岩、
罗卉、王鹏伟
、伍鹏、杨亮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对轮旋压
工装 中国

ZL2013
106763
20.4

2015年
12月02日

第
1871
137
号

西安航天动力
机械厂

曹学文、杨延
涛、张立武、
韩冬、李增辉
、牟少正、赵
琳瑜、尚勇、
曲中兴、熊然
、王军锋、闫
飞宇、白建瑞
等

未缴费
失效的
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实现液压
机超低速稳定
运行的电液控
制系统

中国
ZL2015
103302
59.7

2016年
09月28日

第
2248
510
号

浙江大学
魏建华、张强
、熊义、冯瑞
琳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基于伺服阀并
联的大流量高
频响电液振动
装置及控制方
法

中国
ZL2011
101274
18.5

2013年
05月01日

第
1189
915
号

浙江大学 魏建华、方锦
辉、孔晓武

有效专
利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大型数控强力
旋压机人机界
面监控软件
V1.0

中国 2014SR
084772

2014年
06月24日

软著
登字
第
0754
016
号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制造工程
研究所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大型数控强力
旋压机工艺数
据库软件
V1.0

中国 2014SR
084762

2014年
06月24日

软著
登字
第
0754
006
号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制造工程
研究所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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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用于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
人的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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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李志强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3月03日 出  生  地 新疆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5196503034174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1998年06月30日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压力加工

电子邮箱 zqlee98@126.com 办公电话 010-85701498 移动电话 13801022602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邮政编码 100024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院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3月26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2和创新点3的主要完成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型立式旋压设备结构方案，提出了旋压过程三
旋轮受力动态感知、旋轮位置实时分析、进给比动态调整自主决策、误差补偿的精准执行方案，实现了大
型筒体构件壁厚和直径等尺寸的精确控制。支撑材料：鉴定证书，软件著作权01-03，软件著作权05，企
业标准01-02。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2008年度“飞机整体壁板数控喷丸成形技术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排名6，证书编号2008-J-24202-2-09-R06。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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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继贞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11月19日 出  生  地 山东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41119365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压力加工

电子邮箱 lijizhen66@126.com 办公电话 010-85701113 移动电话 13501396372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邮政编码 100024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金属成形技术研究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3月26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1和创新点2的主要发明人，发明了同步进给-动态错距旋压的工艺方法，负责超高强度钢筒
形构件强力旋压成形工艺方案制定和旋压试验的实施，实现大直径筒体的高精度成形。负责铝合金筒形构
件强力旋压工艺方案制定，解决旋压过程中材料急剧硬化导致开裂的问题。支撑材料：鉴定证书、专利
01、软件著作权02、论文01、论文05、企业标准01-02。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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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韩冬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1月25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221966012530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2年01月01日 所学专业 材料加工

电子邮箱 hangdongxy@126.com 办公电话 029-83607360 移动电话 13759982555

通讯地址 西安市灞桥区特字一号14号 邮政编码 710025

工作单位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3月26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1的主要完成人，提出了旋压工装新的设计方法，负责超高强度钢筒体旋压成形工艺路线制
定，负责作业指导书的编制，参与超高强度钢筒体强力旋压成形试验过程，实现大直径筒形件的高精度旋
压成形。支撑材料：鉴定证书、专利06。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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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旭东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9年07月09日 出  生  地 内蒙古自治区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519690709413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0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制造工艺与
设备

电子邮箱 liuxd1999@163.com 办公电话 010-85701649 移动电话 135212688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邮政编码 100024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航空专用装备工程中心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3月26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2的主要完成人，完成总体机械结构方案设计，完成总体机械结构模型设计及优化设计。完
成设备总图设计及地基图设计，完成立柱部件设计。支撑材料：鉴定证书、专利02、企业标准01-02。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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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海涛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08月30日 出  生  地 山东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232819700830187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山东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制造工艺与
设备

电子邮箱 wht1189@163.com 办公电话 010-85701649 移动电话 15810966149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邮政编码 100024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航空专用装备工程中心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9年10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2的主要完成人，发明了用于大型立式旋压机的卸料装置及方法。作为项目主管设计和现场
装配总负责，协调各方面技术工作的同时，全面负责项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总体装配、整机调试、技术
改进等工作。支撑材料：鉴定证书、专利02、论文02、论文04、论文06、论文08-09、企业标准01-02。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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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关大力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2月02日 出  生  地 吉林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519650202417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沈阳航空大学 毕业时间 198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电气控制

电子邮箱 daliguan@126.com 办公电话 010-85701608 移动电话 13910226615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邮政编码 100024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航空专用装备工程中心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3月26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3的主要完成人，创建了人机界面监控、加工过程数据记录等软件，负责电气设计、电气安
装、电气调试、维修服务等技术工作，协同工艺人员实现了两项旋压工艺控制的重大技术创新。支撑材料
：鉴定证书、软件著作权01-07。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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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德贵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年02月23日 出  生  地 辽宁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1028319840223051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毕业时间 2010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材料加工

电子邮箱 15910321681@163.com 办公电话 010-85701113 移动电话 15910321681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邮政编码 100024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金属成形技术研究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1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1的主要完成人，提出了旋压过程旋轮轨迹控制方法，负责大直径超高强度钢筒形件旋压工
艺参数优化，提高旋压零件的尺寸精度。完成了大直径铝合金薄壁筒体旋压成形工艺试验，解决了旋压过
程中开裂、起皱等问题，实现飞机油箱筒体的整体、高精度成形。支撑材料：鉴定证书、专利01、软件著
作权02、论文05。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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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杨延涛 性别 男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4月06日 出  生  地 河南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1042119780406405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 毕业时间 2004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材料加工

电子邮箱 yyatom@163.com 办公电话 029-83601286 移动电话 13991839215

通讯地址 西安市灞桥区特字一号14号 邮政编码 710025

工作单位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旋压中心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1年1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1的主要完成人，提出了异步错距旋压和筒体壁厚检测方法，提出了旋压成形新的工装设计
方法，参与制定超高强度钢筒形件强力旋压成形工艺方案，完成大型筒体旋压工艺试验。支撑材料：鉴定
证书、专利03-06。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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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初晔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11月23日 出  生  地 山东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10219661123539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198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固体力学

电子邮箱 lichuye@sohu.com 办公电话 010-85701649 移动电话 18210176150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邮政编码 100024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航空专用装备工程中心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5年1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2的主要完成人，提出形质灵敏度优化技术，对旋压机的主要部件进行材料密度拓扑优化
，提高了材料利用效率和结构性能。提出了参数化多约束大型旋压设备建模方法，建立起新产品从概念设
计阶段到全参数性能优化阶段的快速、自动分析。提出节点定向位移耦合技术，在静力学范畴内将接触面
间的非线性约束问题分解为线性问题，提高了大型旋压设备的计算和设计效率。支撑材料：鉴定证书、论
文02、论文04、论文06、论文08-09、企业标准01-02。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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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魏建华 性别 男 排　　名 1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3月15日 出  生  地 浙江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40219650315247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1995年12月01日 所学专业 流体传动与控制

电子邮箱 jhwei@zju.edu.cn 办公电话 0571-87951271 移动电话 13605714652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38号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 310027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机械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
所 在 地 浙江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9年08月15日　至 201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是创新点3的主要完成人，开发了基于分段模型补偿电液控制技术、液压动态平衡技术解决了大惯量
重力负载下大型强力数控旋压机长行程精确伺服控制和高频往复运动控制难题，负责大型数控强力旋压机
液压伺服系统自主开发设计制造、装配调试，实现大型多轴液压系统高精度控制。支撑材料：鉴定证书、
专利07-08。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2012年度“盾构装备自主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排名5，证书编号2012-J-216-1-01-R05。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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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李志强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传　　真 010-85700356 邮政编码 100024

通讯地址 北京市340信箱

联  系  人 郭晋佩 单位电话 010-85701393 移动电话 13488686753

电子邮箱 13488686753@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2016年8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
究院（以下简称制造院）。制造院主要开展以航空武器装备为主的航空材料、制造工艺、专用装备等基础
应用和工程转化研究，为飞机、发动机研制和航空工厂的技术改造提供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装备。同时为
航天、电子、兵器、交通、船舶等领域提供先进制造技术。
　　制造院共承担9项、参加8项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研究，为提升
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基础能力和国产化研制能力作出突出贡献。
　　制造院自60年代末在国内率先开展旋压工艺与装备的研究，开发了单旋轮、双旋轮、三旋轮的卧式、
立式系列化旋压设备共计50余台套，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等领域。
　　制造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负责项目总体技术方案制定及技术内容的实施。针对高强度、大尺寸、高
精度固体火箭发动机筒体旋压成形难题，与用户单位和高校协同攻关，发挥产学研用和集成创新的优势
，发明了动态错距旋压工艺，创建了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新结构，提出了旋压力自适应协同控制方法
，研制出大型立式强力旋压设备，实现了Φ2400mm×4000mm超高强度钢筒体的高精度成形。该完成单位
的项目团队围绕旋压成形设备和工艺发表了学术论文9篇，获发明专利授权2项，获得软件著作权7项。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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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冯国强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3601151 邮政编码 710025

通讯地址 西安市灞桥区田洪正街特字一号14号

联  系  人 杨延涛 单位电话 029-83601286 移动电话 13991839215

电子邮箱 yyatom@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在强力旋压工艺技术研究与产品应用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大型
超高强度金属壳体旋压成形技术、大型复杂薄壁构件精密旋压、钛合金和铝合金复杂构件旋压成形和技术
开发、民用大型无焊缝钛筒以及大型封头旋压成形等工程应用研究方面具备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鲜明的国防
特色。公司多次承担国家级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重大工艺技术攻关项目。
　　“大型轻质、高强筒形构件旋压设备与工艺”项目是“大型数控强力旋压机”重大科技专项课题的研
究成果。在该课题研究过程中，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全程参与了该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调试
，并组织实施了大型超高强度钢筒形件立式旋压工艺实验研究，改进完善了大型超高强度钢筒形件立式旋
压工艺、工装参数优化方案，形成了相关工艺文件及标准。同时，公司组织并通过了大型超高强度钢筒形
件在战略导弹和宇航运载型号上应用的评审，为该旋压设备与相关工艺最终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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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吴朝晖 所  在  地 浙江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571-86791650 邮政编码 310027

通讯地址 杭州市浙大路38号

联  系  人 冯瑞琳 单位电话 0571-86791651 移动电话 13957149775

电子邮箱 05jxdzfrl@zju.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浙江大学作为我国流体动力和机电系统领域一流的教学科研基地和研究机构，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学
科发展前沿，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工作，承担并完成了一大批国家级项目和企事业单位委托开发项目
，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重大工程任务及支撑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和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合作完成的“大型数控强力旋压机”重大科技专项课题中，浙江大学所研制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压伺服控制系统是大推力高精度旋压设备各工艺动作的主要执行单元，是大型轻质高
强筒形构件旋压设备完成大直径薄壁筒形构件高精度旋压成形的硬件基础。
　　在该项目中，浙江大学针对大型轻质高强筒形构件旋压设备，攻克了重型数控旋压设备液压伺服控制
系统自主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开发了分段建模及基于模型补偿控制技术、液压动态平衡技术、动态阻尼调
节技术，解决了大型旋压设备大惯量重力负载下高精度伺服控制、大行程多轴协同电液伺服控制、复杂工
况诊断及应急处理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在实现数控旋压设备高精度平稳运动控制的同时，提高了高刚
度重载荷重型机床整机可靠性，奠定了旋压工艺方法创新的基础。项目的研究成果先后应用于国内多台自
主研发的大型高端强力旋压设备，满足航空航天、船舶、核工业、化工等行业大型薄壁回转体零件的制造
需要，推动旋压结构件在大飞机、飞机发动机、导弹和大型压力容器上应用。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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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

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共同立

项 

李志强/1 
李继贞/2 
韩  冬/3 
刘旭东/4 
王海涛/5 
关大力/6 
刘德贵/7 
魏建华/10 

2011 年 01 月

~2013 年 12
月 

“高档数控机床

与 基 础 制 造 装

备”科技重大专

项大型数控强力

旋压机（2011ZX 
04002-141）任务

合同书 

附件 07   

2 
共同知

识产权 
韩  冬/3 
杨延涛/8 

2013 年 12 月 
发明专利：一种对

轮旋压工装 
附件 16  

3 
共同编

制标准 

李志强/1 
李继贞/2 
刘旭东/4 
王海涛/5 
李初晔/9 

2013 年 06 月

-2018 年 12
月 

企业标准 01：大

型数控强力旋压

机精度 
企业标准 02：大

型数控强力旋压

机技术条件 

附件 2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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