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集

热器及热水系统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薛祖庆(1)殷志强(2)张剑(3) 电 子 系 (3)

等四个单位 

2000 

2. 加速纺机产品结构优化升

级的信息集成与虚拟产品

开发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肖田元 (1)韩向利 (4)孟明辰

(6)段广洪(8)张燕云(10) 

自动化等 2

个单位 

2000 

 

1999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THOCR-1997 综合集成汉字

识别系统 

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二等 丁晓青(1)吴佑寿(2)郭繁夏

(3)刘长松(4)陈明(5)征荆(6) 

林晓帆(7)郭宏(8)彭良瑞(9) 

电子系 1999 

2. 地面军用智能机器人 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二等 张钹(5)何克忠(8) 计算机系(5) 1999 

3. IBM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三等 沈美明(1)温冬婵(2)贾仲良

(3) 

计算机系 (1)

出版社 (2)两

个单位 

1999 

 

1998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高华 CAD 二维绘图及设计

系统 

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二等 孙家广  杨长贵  陈玉健  王

建民 刘强 范刚 肖可 叶晓

俊 郑国勤 

计算机系等 1998 

2. 广东华宝空调器厂 CIMS 应

用工程 

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二等 刘文煌(2) 颜永年(3) 自动化系、

机械系(2) 

1998 

3. 计算机网络产品 SED-08 路

由器 

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二等 张尧学(1) 盖峰(2) 赵艳标(3) 计 算 机 系

(2)等 

1998 

4. 微波与光电子学中的电磁

理论 

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三等 张克潜(1) 李德杰(2) 电子系等 1998 

 

1997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 CERNET 示范工程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 吴建平  张凌   雷维礼 

李星    龚俭   张德运 

汪为民  石冰心 马严 

网络中心(1)等 1997 

2. 19863/成都飞机工业公司

CIMS 工程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 俞盘祥(5)等 9 人 自动化系(2) 1997 

3. 北京商品交易所计算机

交易系统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吴建平  刘瑞中  周立柱 

邱健 叶小叶 

计算机系等 1997 

 

 



1995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1-1.5 微米成套工艺开发

及 1 兆位汉字库只读存储

器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 李志坚 杨之廉 徐葭生  

李瑞伟 蒋 志 吴正立  

周育诚 张树红 王水弟 

微电子所 1995 

2. CIMS 实验系统的软件开

发及信息集成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 吴澄    熊光楞    蔡复之 

邓宏筹  高永春    曾庆宏 

孙渝    胡道元    马力忠 

自动化系等 1995 

3. 军用数字保密自动电话

网(“七五”一期工程)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 朱雪龙(8) 电子系(2)等 1995 

4. 微型计算机辅助绘图及

设计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孙家广 陈玉健 周济'  

王建民 屈敏 

计算机系等 1995 

 

1993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熊猫集成电路 CAD 系统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一等 洪先龙(7) 柳西玲(11)等 15 人 计算机系

(2)等 

1993 

2. 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 边肇祺(2) 荣钢(7)  等 9 人 自动化系

(2)等 

1993 

3. 单模窄线宽可调谐外腔

半导体激光器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张汉一  谢世钟  周炳琨 

柴燕杰  孙波 

电子系 1993 

4. 青霉素发酵多模型智能

控制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朱善君   张曾科   李东久 

任金生   曹竹安 

自动化系 1993 

5. 微波电子回旋共振等离

子体化学气相淀积技术

与设备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甄汉生 吴锦发 周邦伟 彭吉

虎 

电子系 1993 

 

1992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多字体多字号印刷汉字

识别系统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吴佑寿 丁晓青 杨淑兰 郭繁

夏 黄晓非 

电子系 1992 

2. 彩电 CAD 系统与 Mμ 两

片机电路优化设计技术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刘润生 王贻良 汪 蕙 高文焕 

王和民 

电子系等 1992 

3. 舰载雷达自适应多功能

可编程信号处理机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王秀坛 彭应宁 丁秀冬 马樟

萼 付锦云 

电子系 1992 

 

1991 年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奖  种 等级 主要完成者 完成单位 年度 

1. 网频时间码同步电影后

期录音工艺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 于晓林(4)等 4 人 自动化系

(2)等 

1991 

2. 功率半导体器件芯片背

面多层金属层制造技术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三等 贾松良 宋文忠 微电子所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