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20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奖励类别： 技术开发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0Y0810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XDC65 电机车组

公布名（专
用项目）

主要完成人 高博，田殿军，崔润兵，朱正如，贺显林，徐顺利，左转玲，雒菊萍，宋方方

主要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是否国家秘密技术项目 否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机械设计原理与方法 代码 4602010

2 焊接工艺与设备 代码 4602515

3 自动控制应用理论 代码 413101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制造业

任务来源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科技研发计划(编号：YF1808JX01B)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2018）中铁建科评字96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1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6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7年10月1日 完成：  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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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单位意见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提名者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联 系 人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联系电话 13659147737

电子邮箱 sceas@vip.163.com 传　　真 029-87284808

提名意见：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研制的XDC65 电机车组，是一种大吨位有轨运输设
备，具备在恶劣的隧道中高强度、高可靠、高效率的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构建了锂电池安全管理系统
，设置分布式锂电池模块、主动灭火系统等关键技术，解决了锂电池安全使用问题，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环保要求。 采用4台大功率牵引电机驱动，动力强劲，实现了机车“拉的动”的强大能力，攻克了大
吨位重载机车运输技术。首次设计了一套可通过25m小曲线半径的转向架结构，满足机车轴重不大于23t。
首创采用自动控制技术，通过整车控技术，将控制系统数字化、集成化，保证机车控制稳定、安全、运维
便捷、能源优化。首创应用闭环矢量控制技术，解决了电机车组在坡道上启停不平稳、重载下坡不稳定、
易溜车等问题。构建了一套电、气、弹簧联合制动技术，攻克大吨位机车断气断电自动制动、电制动、气
制动、单/双闸瓦等关键技术，保障了机车在大坡道隧道施工中“刹的住”的作业要求。首创V型橡胶减
振、牵引轴套减振、橡胶堆减振等多级减振体系，解决了机车牵引时的刚性冲击，提高了机车稳定性，延
长了机车的使用寿命。该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佛莞城际、广州地铁18、22号线地铁施工中，创造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改成果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设备的研制，填补了国内大直径盾构施工配套
大吨位机车的空白，为我国地铁建设贡献了大吨位运输设备。

　　本单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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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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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奖励等级意向（由项目组填写）

一等奖

二等奖及以上 √

三等奖及以上

　　说明：省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提名、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提名单者应
严格依据省科学技术奖的标准条件，说明提名项目的贡献程度及等级建议。“仅提名一等奖”评审落选项
目不再降格参评二等奖，“提名二等奖及以上”的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项目组与提名单位
沟通后，做出提名等级意见；提名项目正式提交后，提名等级建议本年度不得变更。请在相应栏打
“√”进行选择，并由第一完成人签字确认。
       准计量科普类项目请勾选“二等奖及以上”或者“三等奖及以上”。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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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一、主要技术内容

电机车组是有轨运输设备，广泛应用于隧道、矿山、煤炭等场所的物料运输，

主要应用于地铁盾构配套施工中，电机车组具备在恶劣的隧道中高强度、高可靠、

高效率的连续作业能力。45t 电机车组、55t 电机车组已不能满足 8.8m 大直径盾构

运输需求，因此需要研究一种长距离、大吨位的运输设备。2017 年 10 月，中铁长

安重工有限公司组成项目研发团队，攻克了大吨位重载运输、锂电池安全使用、刹

车防溜安全、自动控制等“卡脖子”难题，突破了恶劣环境中电机车组的运输能力，

为我国地铁建设贡献了大吨位运输设备。创新成果如下：

1.构建了锂电池安全管理系统，设置分布式锂电池模块、主动灭火系统、紫外

光电检测等关键技术，解决了锂电池安全使用问题，保障了机车施工运输安全，实

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要求。

2.攻克大吨位重载机车运输技术，采用 4台大功率牵引电机驱动，动力强劲，

牵引能力提高至 400t，实现了机车“拉的动”的强大能力。首次设计了一套可通过

小曲线半径的转向架结构，满足机车轴重不大于 23t，可通过 25m 曲线小半径的要

求。

3.首创采用自动控制技术，通过 VCU 整车控技术，将主机控制系统、电池管理

系统和空压机系统等汇集至整车控制器（VCU），进行整车数据分析、决策、控制、

实施、反馈、调整，实现整车控制的数字化、集成化，保证机车控制稳定、安全、

运维便捷、能源优化，可降低能耗 5%。闭环矢量控制技术首创应用于电机车组，解

决了电机车组在坡道上启停不平稳、重载下坡不稳定、易溜车等问题，实现了机车

“行的稳”的强大优势。

4.突破制动、防溜安全技术，远距离连续运输高效联合制动技术，攻克大吨位

机车断气断电自动制动、电制动、气制动、单/双闸瓦等关键技术，构建了一套电、

气、弹簧联合制动技术，保障了机车在大坡道隧道施工中“刹的住”的作业要求。

5.采用机车多级减振技术，攻克了大吨位车体减振、牵引减振等关键技术，国

内首创 V型橡胶减振、牵引轴套减振、橡胶堆减振等多级减振体系，解决了机车牵

引时的刚性冲击，提高了机车稳定性，延长了机车的使用寿命。

二、授权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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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发明专利一项《带有制动缓解机构的电机车组功能车辆制动装置》

(ZL201510405626.5)，授权实用新型 6项。

三、技术经济指标

该项目共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6项，发表论文 7篇。获

得 2019 年度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术一等奖，中铁二十局集团科学技术特等

奖，第七次陕西省建筑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优秀发明

专利奖 1项，优秀实用新型专利 1项；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优秀科技论文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2项。2018 年 3 月，由集团公司组织，本项目产品顺利通过了来自

股份公司系统的 72 名专家现场技术评审。2018 年 9 月中国铁建组织的科技成果评

审认为：该成果首次将闭环矢量控制技术应用于电机车组……该成果整体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本项目已成功应用于佛莞城际铁路、广州地铁 18/22 号线等地铁隧道施工。截

止目前已销售 57 台套，合同总额 2.13 亿元，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本项

目的研制填补了大直径盾构施工配套电机车组的空白，该成果通过了国家级工矿电

传动车辆监督检验中心测试，安全可靠，有效提高盾构施工效率，降低劳动强度，

对解决现代盾构施工中物料的快速进出，带动盾构施工效率大幅度地提高有着重大

意义，为我国城市地下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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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一：研究形成了一套用于大直径盾构施工配套综合设备，解决了

施用大直径盾构快速出渣运料的难题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发

明专利 1项：《带有制动缓解机构的电机车组功能车辆制动装置》

(ZL201510405626.5)；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6项：《一种砂浆车轴端密封结构》

（ZL201520364326.2）、《一种盾构施工用电机车的紧急防溜车装置》

（ZL201721267351.4）、《一种盾构施工渣土车用制动行程可调制动装置》

（ZL201721568016.8）、《一种罐体法兰用同轴定位工装》

（ZL201721290466.5）、《一种隧道牵引机车》(ZL201821382161.1)、《一

种隧道牵引机车用减振装置》（ZL201821378243.9）；查新报告。

创新点描述：国内配套 8.8m 大直径盾构施工一个循环出渣的电机车组还

处于空白，因此需研究一种可满足 8.8m 大直径盾构一次出渣的电机车组，提

高盾构施工效率。8.8m 盾构机一环施工任务需输入 7块管片共 45t、13m³砂

浆和部分材料，输出 150m³渣土的要求。根据运输要求，设计一套 65t 电机

车组包含 1辆 65t 牵引电机车、6辆 25m³渣土车、1辆 13m³砂浆车、3辆 25t

管片车来满足一个循环的出渣、送料任务。65t 电机车组总长 93m，宽 1.6m，

高 2.86m，车头自重 65t，负载 400t，牵引力可达 186kN，爬坡能力 25‰，

最小运行曲线半径 25m。65t 电机车组可一次完成一环管片施工所需的运送管

片、砂浆和运出渣土的工作。该成果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达到国际同类设

备领先水平。

创新点二：国内首次在 65t 牵引机车上使用动力源-锂电池，解决现有铅

酸电池充电慢，效率低等问题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实

用新型专利 1项：《一种隧道牵引机车》(ZL201821382161.1)；查新报告。

创新点描述：构建了锂电池安全管理系统：采用了分布式锂电池模块布

置方式，共母线多级并联分支，在某个模组出现故障时，自动切除故障模组，

仍然能保持系统正常工作，保证了锂电池整体输出的稳定性；配备 IP67 等级

的主动灭火系统，预填充压缩空气泡沫，结合 BMS 温度检测和紫外光检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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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杜绝了锂电池起火引发的安全隐患。对通用电池管理系统进行控制策略

优化，绝缘检测采用神经网络构架，提高了电池绝缘检测准确率，防止电池

短路引起电池高温起火。优化充放电控制策略，防止锂电池过充过放，提高

电池使用寿命。

创新点三：国内首次在电机车组应用“闭环矢量控制技术”，解决了电

机车组在坡道上停止缓慢、启动不平稳、重载下坡速度不稳定、溜车现象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实

用新型专利 1项：《一种隧道牵引机车》(ZL201821382161.1)；查新报告。

创新点描述：传统隧道电机车采用的是 VF、开环控制，存在上坡启动困

难、重载下坡不稳定、易溜车等问题，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技术，一是保证 4

台牵引电机同步运行，转矩大，启动方便平稳；二是在坡道上可零速悬停，

制动力矩大，制动可靠，提高电机车在坡道上重载启动和制动性，保障机车

安全。具体创新如下：

65t 牵引电机车由 4台牵引电机驱动，每台牵引电机由变频器独立控制，

每台牵引电机尾部都安装有旋转变压器。牵引电机运转时，旋转变压器输出

与转子转角成正余弦函数关系的电压信号，反馈给牵引变频器，牵引变频器

自动调整输出电流频率，保证电机实际转速与设定转速零偏差，形成速度闭

环，保持电机速度稳定。以 1台电机为基准，牵引变频器精准控制其它电机

与此电机实际转速相同，保证 4台电机的同步运转，防止个别电机因转速差

引起负载过大，造成损坏。

创新点四：国内首创 VCU 整车控制系统，提高了机车的安全性、稳定性、

便捷性和经济性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实

用新型专利 1项：《一种隧道牵引机车》(ZL201821382161.1)。

创新点描述：基于 VCU 的电机车整车控制系统将主机控制系统（变频器+

电机+司控器+按钮）、电池管理系统（BMS）和空压机管理系统等，统一集成

进行整车策略控制，将信息汇集至整车控制器（VCU），进行数据分析、决策、

控制、实施、反馈、调整，实现整车控制的数字化、集成化，达到整车系统

稳定、安全可靠、运维便捷、能源优化的效果。

整车控系统中 PFMA、DFMA，可实现电机车故障发生前后的预处理及安全

应急处理，保证安全运行，延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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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控制系统具备主动巡检及司机防瞌睡功能，机车启动后按照控制程

序上下电，防止出现短路、漏电、欠压等恶性问题；实时监控驾驶员操作、

电机车的执行动作及各部件性能状态，分析处理负载信息控制功率变化，保

护电池不过充放电，提升系统稳定性、减少故障率。

控制系统将电池管理信息（电池电量、续航里程）、机车运行信息（速

度、气压、电流、电压）、安全信息（故障报警、视频监控）等必要信息参

数实时显示，让驾驶员随时了解机车运行状态；同一台电机车可根据使用工

况进行参数调整和配置，电机车的爬坡度、最高速率、保护阈值等均可在线

设置保存；控制系统预留了临时运行后台接口，专业人员可通过验证手段开

启，在电机车出现故障无法运行情况下，强制短时间运行，降低电机车拖车

概率，降低维护成本。

控制系统可根据电机 MAP 曲线效率图进行效率管理，在实时的驱动过程

中，会根据驾驶员挡位需求，综合考虑效率点进行临近控制，保证电机车的

行驶速度偏差较小的情况下，大大提升电机的驱动效率，继而降低电机车的

能耗；控制系统具有独立的圆曲率加减速核心算法，能够通过改变加减速的

斜率，降低正向驱动时的耗电量，提升反向制动时的回收量，从而降低能耗

提升效率，提高经济性。

同时运用无线网络，实现视频监控、机车参数远程传送技术及地面控制

中心实时监控运行状态、位置，便于管理人员掌握运行情况。

创新点五：研究大吨位机车断气断电自动制动，电制动、气制动、单/

双闸瓦复合制动系统技术，克服电机车组溜车现象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发

明专利 1项：《带有制动缓解机构的电机车组功能车辆制动装置》

(ZL201510405626.5)；授理实用新型专利 1项：《一种隧道牵引机车》

(ZL201821382161.1)；国家工况电传动车辆监督检验中心检查报告；查新报

告。

创新点描述：传统的牵引电机车刹车系统主要采用断气刹，车辆在没有

气源的情况下会自动刹车，在高速下制动距离大，易造成危险。若机车突然

出现掉电，变频器停止驱动电机，空压机储气罐内还有一定的气源，若驾驶

员不立即做出操作，则会发生溜车现象，造成施工损失。为避免此类现象发

生，在断气刹车的基础上，增加了断电刹车功能，通过电磁阀和气路联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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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现断气、断电刹，保证机车使用安全。

电机车组制动系统包括电制动、气制动、驻车制动三种形式。行车制动

主要由电制动实现减速、停车，气制动实现停车、驻车制动，驻车制动依靠

气和弹簧制动完成。气制动和驻车制动通过闸瓦制动机构实现。

电制动主要由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电机、司控器、旋转变压

器组成。操作司控器速度减档，利用闭环矢量控制技术，通过变频器控制电

机减速，直至零速悬停。零速后根据负载大小输出制动扭矩，持续可达电机

额定扭矩的 150%，峰值可达 180%，保证实现可靠电制动。

气制动由空压机、储气罐、管路、阀件、压力表、气缸及弹簧、闸瓦制

动机构等组成，整列机车采用排气制动方式。机车启动时通过空压机为制动

气路提供气源，闸瓦机构松开，机车行驶。通过牵规计算设计气缸制动力的

大小。

驻车制动，在无气时，由弹簧力实现。缓解时弹簧压缩量为 100%，制动

时弹簧压缩量约 90%，弹簧力可实现无气、无电时断气制动，制动可靠。

采取电制动、气制动、弹簧制动三种方式联合制动，使机车制动安全、

可靠，制动距离符合安全范围。

创新点六：XDC65 牵引电机车采用多级减振结构，解决机车启动冲击大，

提高机车运行的稳定性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实

用新型专利 1项：《一种隧道牵引机车》(ZL201821382161.1)、《一种隧道

牵引机车用减振装置》（ZL201821378243.9）；查新报告。

创新点描述：传统的两轴机车靠作用在轮对上的 V型橡胶减振，而 XDC65

电机车采用两轴转向架形式，传统的 V型橡胶减振已经无法满足减振要求，

因此牵引机车设计独特的多级减振。

牵引销轴与转向架之间采用牵引轴套减振，通过轴与芯盘之间的环形减

振套来减小机车车架与转向架之间的冲击，实现牵引机车的启动平稳，保护

机械设备寿命。

轮对与转向架之间采用 V型橡胶减振，此种安装方法自适应装置，改善

了牵引电动机和牵引齿轮箱的工作条件，提高了机车动力性能。V型橡胶减

振在机车运行时同时起着垂向、横向和纵向三个方向的减振作用。

车架与转向架之间采用 4组橡胶堆减振，具有很好的横向挠性，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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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压缩特性和较小的横向剪切特性。

所有的减振装置均采用橡胶与钢板硫化而成，考虑到橡胶减振的减振效

果及使用寿命，采用特殊的橡胶硫化施工工艺。

创新点七：XDC65 牵引电机车采用两轴转向架结构，解决机车轴重及转

弯半径过大问题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实

用新型专利 1项：《一种隧道牵引机车》(ZL201821382161.1)；查新报告。

创新点描述：转向架是机车的走行部分，除了支撑车体上部重量还传递

牵引力、制动力，它对机车动力性能、牵引性能和安全性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转向架由构架、轮对、轴箱、悬挂装置、基础制动装置等组成。构架是承载

和传力的基体，由左右侧梁，前后端梁、牵引横梁和各种附加支座等组成，

主要构件采用 100mm 厚钢板焊接成型，保证构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轮

对由车轴、车轮、主从动齿轮和齿轮箱装配组成，车轴材料采用 40Cr，强度

高。车轮踏面采用 JM3 磨耗型踏面，可延长车轮的使用寿命。设计减速比为

18.68 的专用二级减速齿轮箱，满足机车速度要求。轴箱与转向架采用弹性

连接，轴箱设计为采用特殊的 T型结构，两侧可安装 V型弹簧，保证机车的

运行平稳。悬挂装置主要由弹性支撑垫和吊杆等组成。牵引电机通过骨齿式

联轴器安装至齿轮箱电机安装平台上，齿轮箱电机安装平台底部装有弹性支

撑垫，支撑齿轮箱的平衡。齿轮箱上端设置有双吊耳，另一端通过两端带有

橡胶缓冲垫的拉臂弹性悬挂在构架上，拉臂一方面承受电机的静载荷，另一

方面承受牵引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反力。机车采用双闸瓦制动形式，执行运行

中机车减速和停止。制动时制动单元压缩空气排出，通过制动杆推动闸瓦，

压力作用到轮缘上，使机车减速停止。

创新点八：研究掉道复位技术，解决机车掉道起复困难问题

旁证材料：（2018）中铁建科评字 96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授理实

用新型专利 1项：《一种隧道牵引机车》(ZL201821382161.1)；查新报告。

创新点描述：地铁隧道施工中采用临时轨道，铺设的轨道质量较差，机车在

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掉道现象，由于机车较重，掉道时复位比较困难。设计

时在车架和转向架之间设计有专用起复装置。起复时，通过之间的快速连接

装置，用千斤顶将车架支撑起，旋转转向架，即可快速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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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成果鉴定情况（国际领先）

该产品通过中国铁建科技成果评审，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首次将闭环矢量控制技术应用与电机车组，实现了大坡道零速悬停。

（2）首次采用机车掉道复轨技术，研发了专用的起复装置，实现了电机车

的快速起复。

（3）采用信息、监测自动化、电气弹簧复合制动技术，解决了电机车溜车

问题。

（4）采用两对两轴转向架，减小了转弯半径；集成了芯盘、旁承、人字弹

簧减振技术，提高了机车的稳定性。

该成果在广州地铁 18、22 号线工程施工中成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经济和环保效益，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科技查新情况（科技查新报告）

2018 年 6 月 25 日，经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查新，查新结论为：

（1）国内有述及 65t 牵引电机车转向架及自动减速功能，但相关报道中与

查新所述的转向架结构及自动减速技术不同，外文文献未见设计 65t 牵引电机

车内容。

（2）国内外文献均述及电机车转向架结构，国内文献有述及单电机组合传

动转向架，具有前轮对与后轮对，外文文献述及的转向架两个轮组和两个轮组

驱动系统组成，与查新两个轮对技术相似，但未明确述及采用双电机结构。国

内外文献有述及的六轴铰接式轻轨电机车最小转弯半径为 25m，与查新的项目所

述的电机车可达到的转弯半径相同，但所述的转向架结构不同。文献有述及蓄

电池电机车包括四轴两转向架，但未明确述及轮对及电机结构。

（3）国内外文献均述及电机车制动系统及防打滑、溜车研究，但未明确述

及电机转差率大于设定值后自动减速功能。相关文献有述及电机车制动、预防

立车时采用调节制动扭矩的方法，但与查新项目说述按输出的制动扭矩实现电

制动的方法不同。

（4）中文文献述及电机车掉道后起复方法，但未见设计查新项目所述起复

方法，外文文献未见电机车起复相关研究。

（5）国内外分别对矿用牵引电机车牵引系统闭环控制系统进行研究，但未

明述及的电机车的具体吨数为 65t。

（6）国内外相关文献述及零速悬停的相关研究，但未见述及 65t 牵引电机

车具有零速悬停功能。

（7）国内外文献均述及牵引电机车减振的相关研究，但未见述及牵引电机

车采用芯盘减振、旁承减振、人字弹簧减振等多级减振的相关研究。

3、成果奖励证明

（1）XDC65 电机车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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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特等奖；

2019 年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科学技术一等奖；

2020 年第七次陕西省建筑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

（2）专利“带有制动缓解机构的电机车组功能车辆制动装置”获 2018 年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优秀发明专利奖；

专利“一种盾构施工渣土车用制动行程可调的制动装置”获 2019 年中国铁

建股份有限公司优秀实用新型专利奖。

4、中铁二十局佛莞城际 FGZH-1 标地铁项目（应用及社会效益证明文件）

该套设备经现场使用证明，其整体设计合理，运行平稳，性能可靠，操作

简单；安全性能高，电、气制动可靠，所有机车运行参数均集中在驾驶室触摸

屏幕上，驾驶员方便了解机车运行情况，前后车带有摄像头，使驾驶员能及时

了解机车前后方向运行情况，当机车出现故障时，机车可自动停车，保障了施

工安全。车门打开则机车停止运行，保障了驾驶人员的安全；新能源锂电池，

节能环保、充电快捷方便省时、免维护、容量大，并配备便携式充电器。供电

系统兼容性好，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可互换使用。

5、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八和二十二号线工程（应用及社会效益证明文件）

该设备在使用过程中质量可靠、性能稳定，能有效提高施工效率，综合经

济性更优。后续为佛莞城际 FGZH-1 标地铁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使用过程中，

各施工单位反映该设备安全可靠、增加了运输效率、提高了盾构施工效率。

通过对设备的使用，认为该机设计先进，性能稳定可靠，为项目地铁施工

提供了有力保障。

6、第三方检测

经国家工矿电动传动车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南)对该设备最大牵引力、

单机运转检查、转弯半径、单机制动距离、减速装置、列车制动、机车自重项

目进行检验，符合 MT 491-1995《煤矿防爆蓄电池电机车通用技术条件》要求。

6、XDC65 电机车组技术评审

该产品评审推介会由集团公司组织，经过来自股份公司系统的 72 名专家经

现场评审，认为该设备整体质量可靠，性能稳定，锂电动力源符合国家节能环

保、绿色发展的要求，并能有效提高施工效率，综合经济性更优。同时，项目

数据有效，达到了设计标准和使用要求，具备批量生产、推向市场的条件。

7、媒体报道

（1）“中铁二十局自主研发电机车组通过专家评审”为主题新闻，在人民

铁道网报道。

（2）“新年开门红：国家工矿电传动车辆质检中心跨省完成 65 吨电机车

组检验”为主题新闻，在中国都市新闻网报道。

（3）“我省首台大型地铁施工电机车组正式下线”为主题新闻，在陕西新

闻联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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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本成果已成功应用与广州佛莞城际地铁、广州地铁 18、22 号全线，并取

得了成功。本成果采用锂电池作为动力电源，绿色环保、节能高效，符合国家

环保政策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成果在广州佛莞城际地铁召开了“65t 电

机车组技术评审推介会”，会议经过了股份公司和各工程局专家评审，专家组

一致认为该机车组质量可靠、技术性能稳定，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综合经济

性更优。本成果还通过了中国铁建科技成果评审，评审组一致认为该成果在广

州地铁 18、22 号线成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保效益，整体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和城市管廊建设的发展，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大规模开发

已成必然趋势，作为盾构法施工运送物料的电机车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通过

本项目的研究，成功的解决了现代大直径盾构施工中物料的快速进出问题，带

动盾构施工效率大幅度地提高有着重大意义，为我国城市地下工程建设提供有

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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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下空间的进一步利用，对轨道交通和城市管廊

建设越来越多，预计国内每年新增大直径盾构机 50 多台，每台盾构机需要配套 2台

电机车组，每列电机车组将创造产值 360～380 万元，年产值达 3.3 亿元以上。

目前市场上同等吨位的电机车组售价约360万元，每列车可为公司盈利50万元。

截至目前已小批量生产 57 台套，合同总额 2.13 亿元，成功应用于广州地铁 18、22

号线。XDC65 电机车组为国家和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

为大直径盾构机及 TBM 等大型掘进设备配套的 XDC65 电机车组能够满足施工出

渣量大、空间小、温差大、空气潮湿等恶劣工作环境。该成套设备质量可靠，性能

稳定，动力源符合国家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的要求，并能有效提高施工效率，降低

劳动力，对解决现代盾构施工中物料的快速进出问题，带动盾构施工效率大幅度地

提高有着重大意义，为我国城市地下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利的保障。XDC65 电机车组

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提升了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目前，XDC65 电机车组综合技术成功应用于广州地铁 18、22 号线施工中，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3）环保节能效益：

本项目采用锂电池作为动力电源，绿色环保、节能高效，且充电快捷方便，续

航能力强，寿命长，不需要备用的新能源锂电池，通过相关计算确定了锂电池容量

200 度电，充 80 度电充电所需要时间不超过 30min。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要求，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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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序号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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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发明专利

带有制动缓解
机构的电机车
组功能车辆制
动装置

中国 ZL201510
405626.5

2017年
03月29日 2428529

中铁二十
局集团西
安工程机
械有限公
司

任志学、
孟卓、李
树春

2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盾构施工
用电机车的紧
急防溜车装置

中国 ZL201721
267351.4

2018年
04月13日 7214326

中铁二十
局集团西
安工程机
械有限公
司

高博、李
树春、李
光明、雒
菊萍、孟
卓、熊婷

3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盾构施工
渣土车用制动
行程可调制动
装置

中国 ZL201721
568016.8

2018年
06月05日 7431899

中铁二十
局集团西
安工程机
械有限公
司

高博、王
华贞、李
树春、孟
卓、雒菊
萍、张婧

4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砂浆车轴
端密封结构 中国 ZL201520

364326.2
2015年
07月16日 4624402

中铁二十
局集团西
安工程机
械有限公
司

孟卓、任
志学、李
光明

5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罐体法兰
用同轴定位工
装

中国 ZL201721
290466.5

2018年
06月01日 7416156

中铁二十
局集团西
安工程机
械有限公
司

雒菊萍、
李光明、
熊婷、张
婧、昌成
荫、李树
春、张云
南、高博

6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隧道牵引
机车 中国 ZL201821

382161.1
2019年
03月29日 8653751

中铁长安
重工有限
公司

贺显林、
田殿军、
陶谦、李
光明、刘
同、汪兴
、高博、
符国强、
朱正如、
崔润兵、
孟卓、徐
顺利、吕
富兴、刘
超、郭子
超、任彦
丽、史雪
娇、郭娥
娥、樊帅
、左转玲
、雒鞠萍

7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隧道牵引
机车用减振装
置

中国 ZL201821
378243.9

2019年
04月16日 8731934

中铁长安
重工有限
公司

崔润兵、
田殿军、
陶谦、李
光明、刘
同、贺显
林、汪兴
、高博、
符国强、
朱正如、
孟卓、徐
顺利、吕
富兴、刘
超、郭子
超、任彦
丽、史雪
娇、郭娥
娥、樊帅
、雒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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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文
65t牵引电机
车制动系统设
计与应用

中国

2018年第
31卷增刊
2总第
152期

2018年
12月01日

石家庄铁道大
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中铁长安
重工有限
公司

田殿军

9 论文
基于有限元分
析的牵引电机
车车架设计

中国

2018年第
31卷增刊
2总第
152期

2019年
12月01日

石家庄铁道大
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中铁长安
重工有限
公司

崔润兵

10 论文
大吨位牵引电
机车转向架的
研究与应用

中国

2018年第
31卷增刊
2总第
152期

2019年
12月01日

石家庄铁道大
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中铁长安
重工有限
公司

符国强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为本项目独有，未曾在往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往年其他省部级（政府）科
学技术奖励项目和本年度其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中作为支撑材料出现。用于提名陕西省科学技术
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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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博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9年06月13日 出  生  地 陕西合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2419890613007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毕业时间 2012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电子邮箱 82188513@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524929919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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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总体方案设计、项目总方案制定。参与了电机车组产品的设计、生产现场的技术指导、销售及售
后技术支持工作。个人完成了牵引电机车传动系统、制动系统、车架、驾驶室等的设计和相关计算，保证
了产品的牵引、制动性能及结构强度。参与自动控制技术，突破制动、防溜安全技术，采用机车多级减振
技术等多项创新技术研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科技拔尖人才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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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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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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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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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殿军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8年01月01日 出  生  地 陕西武功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102041968010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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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198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焊接工艺及设备

电子邮箱 279404602@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360911828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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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总体方案设计、项目总方案制定。提出XDC65电机车的重载电机车结构、转向架形式、起复装
置、多级减振结构、制动系统、闭环矢量控制、新能源电池、自动化控制及配套专用车辆的总体方案要求
，提出大吨位重载机车运输、锂电池安全管理系统、多级减振等创新技术；组织方案评审等。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0年获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先锋号标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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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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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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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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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润兵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7年06月18日 出  生  地 甘肃秦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52219870618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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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电子邮箱 cuirb@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512921677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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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牵引电机车的结构设计及电机车组的试验等工作。通过计算机三维仿真及有限元分析，对
XDC65牵引电机车车架进行了设计及优化，对比了采用不同厚度的板材的优缺点，确定了车架的板材厚
度；对部分细节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出了加工成型工艺；对电机车的起吊、安全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科技拔尖人才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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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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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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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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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正如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10月02日 出  生  地 湖南双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219641002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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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198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自动控制

电子邮箱 26158957@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771950832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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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XDC65牵引电机车总体方案制定，负责电机车电气系统方案设计，在国内首次提出在此牵引电
机车上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电机车制动的可靠性。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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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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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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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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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显林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03月15日 出  生  地 四川邻水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010619760315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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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199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制造工艺与
设备

电子邮箱 275574773@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869185915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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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总体方案设计、项目总方案制定。按照XDC65电机车的重载电机车结构、转向架形式、起复装
置、多级减振结构、制动系统、闭环矢量控制、新能源电池、自动化控制及配套专用车辆的总体方案要求
设计；组织进行方案评审、图纸审批等。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科技创新先进个人、2014年度茅以升铁道工程师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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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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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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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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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顺利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年06月27日 出  生  地 陕西鄠邑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251984062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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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热能与动力工程

电子邮箱 273315148@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862969275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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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负责XDC65电机车和功能车系列产品的气制动系统设计、安装调试和现场试验等工作，在电机
车组推广应用期间，对气制动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改进工作。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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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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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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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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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转玲 性别 女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10月01日 出  生  地 陕西富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219641001234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石家庄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198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程机械

电子邮箱 470355682@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389191088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主任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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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持完成了电机车组中牵引机双闸瓦制动、单双门、管片车加长等的技术设计、制造、试验及该机科
技成果评审全套技术资料工作，负责组织设计砂浆车轴端密封结构，对制造工艺特别是100mm厚的钢板排
料提出了技术工艺攻关，提高了材料利用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7-2021 中铁二十局设备制造专业专家、获2012年陕西省职工优秀发明创新成果银
奖、获2014年西安市职工技术成果创新奖、GB/T25626 国家标准发布起草人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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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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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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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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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雒菊萍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02月25日 出  生  地 陕西户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10519700225102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兰州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1993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制造工艺与
设备

电子邮箱 331489389@qq.com 办公电话 02982153619 移动电话 1869152915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广安路3619#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主任、支部书
记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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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总体方案设计、项目总方案讨论。对项目产品进行工艺结构性审查，参与进行方案评审，完成图
纸工艺审查；完成工艺文件编制及工装设计工作等。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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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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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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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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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方方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1月19日 出  生  地 陕西泾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2219660119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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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铁道大学 毕业时间 198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起重运输与工程
机械

电子邮箱 582497330@qq.com 办公电话 02982153619 移动电话 1860920216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710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设备管理科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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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总体方案设计，结合具体施工情况提出机车制动形式、减振结构、运行安全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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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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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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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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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邓勇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153633 邮政编码 71001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89号

联  系  人 杨星智 单位电话 02982153633 移动电话 13349719966

电子邮箱 352923436@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作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全面负责项目组织策划，负责制动项目研究路线、研究方案、研究计划。提
出项目总体技术要求，并提供技术支持。为项目研究提供经费支撑，提供了样机实验场地，并组织专家进
行技术评审，将研究成果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推广，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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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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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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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郑宗君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551962 邮政编码 71003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广安路3619号

联  系  人 高博 单位电话 02982551962 移动电话 15249299197

电子邮箱 82188513@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本单位负责项目研究工作，制定了项目研究路线、研究方案、研究计划及项目鉴定，负责样机设计、
试制、实验、生产等工作，编写技术资料以及负责项目科技成果申报。提出了攻克大吨位重载机车运输技
术，突破了恶劣环境中大吨位电机车组的运输能力；构建了锂电池安全管理系统，首次创造应用自动控制
技术，通过VCU整车控制降低能耗，实现节能环保；首创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技术，提升了制动、防溜安
全性能，解决了坡道启停、重载下坡易溜车问题；采用多级减振技术，解决了机车牵引时的刚性冲击问题
，提高了机车稳定性及可靠性，延长了机车的使用寿命。申请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6项。负责将研究成
果推广应用于广州地铁18、22号线地铁项目，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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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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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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