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六届中国农业机械学会青年科技奖”获奖人选事迹简介 

（按姓氏笔画为序） 

1. 王强 

王强，男，1980 年 7 月生，国家草原畜牧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

究室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该同志一直从事农牧业机械装备的科研设计和

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完成以下成果： 

（1）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了“9ZQ-2.O型牧草种子收获机”研制，主

要负责该成果的总体方案设计、试制和试验等工作，经鉴定该成果国内领

先水平。 

（2）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了“牧草湿法收获工艺及关键装备开发与试

验研究”，主要负责“太阳能草捆干燥设备”项目的设计、试制、试验工作，

参与制定行业标准《JB/T11919-2014 太阳能草捆干燥成套设备》。经鉴定

该成果中的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3）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了“自走式灌木平茬技术装备的研究与开发”

研制，主要完成了“9GZ-0.5/1.0型自走式灌木平茬机”设计、试制、技

术文件编制、售后服务和优化改进工作，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JB/T11917-2014多功能自走式灌木平茬机》，该机属原创机型，是我国

特有机型。该成果获得了中国机械工业科技技术奖二等奖和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业丰收奖二等奖。 

还主持设计了 4UL-2 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参与设计 9YFG/9YJS-2.2 型

系列秸秆打捆机、9YG-1.2 型圆草捆打捆机、9GBXQ-3.0旋转式切割压扁机

机等设备。获省部级奖励 4项，参与编写专著 1 部，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2

项，授权专利 14 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发表论文 11 篇。 

 



2. 王在满 

王在满，男，1979年 6 月生，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副研究员，中共

党员。一直从事农业机械化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水

稻精量穴直播技术与机具”，长期工作在科研、生产和推广第一线，思想积

极上进，科学态度严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取得多项创新成果，推广转

化和应用成效显著，成果评价结论为“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荣获

了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排名第 2），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5 项。

主要贡献和成果如下： 

1. 主要参与发明了机械式和气力式两大类 3 种水稻精量穴直播排种

器与 1 种两级螺旋排肥装置等核心部件，主要负责播量可调组合型孔排种

器的创新设计。 

2. 主要负责水稻精量水穴直播机型的创新研发、成果转化和推广应

用，包括普通型、同步施肥型和杂交稻制种同步直播机等，已完成技术许

可成果 2项，受让企业近三年销售直播机 1000 多台和播量可调组合型孔排

种器 1 万多套，新增销售额 1 亿元以上。 

3. 基于农机农艺融合和产学研推结合，开展了性能试验、生产实验、

示范推广和技术服务等工作，与国内农学科研单位合作开展了水稻机械化

穴直播农艺配套技术创新研究，主要参与了国内 26省份及泰国等 6国的推

广应用，应用面积达 1000 多万亩。 

4. 主持或主要参与了 20多项科研项目；独立或协助指导了 6 名博士

研究生和 10名硕士研究生；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6篇（SCI/EI

收录 10 篇，其中 3篇拟 2018 年 6 月刊出）；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21 项（其

中第一发明人 2项）；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获奖

3 项（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并获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3 次和广东

省挑战杯学术作品竞赛获奖 2 项。 

 

 



3. 付  君 

付君，男，1983 年 7 月生，吉林大学仿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员。该同志一直从事仿生农机

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装备研发工作，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的玉米和小麦收获机械仿生原理具有理论创新性。构建的弯曲

疲劳断裂仿生摘穗原理、降损脱粒仿生界面原理、茎秆捡拾振动去土原理，

攻克了摘穗损失与功耗、高含水率玉米脱粒破损、茎秆无土捡拾等技术难

题；揭示的收获部件与谷物的仿生接触力学特性，攻克了小麦拨禾碰撞损

失、脱粒冲击损伤、清选夹带损失等技术难题。研究成果获得德国 Claas

公司、五征集团等企业的高度认可和转化意向。 

2.研发的农机装备具有技术创新性和显著经济效益。主持研发的扫雪

机、割草机、小型挖掘机产品，通过变截面设计降低了制造成本；负责研

发的有机肥翻抛机控制系统，通过柴油机动力系统与液压系统闭环控制，

提高了整机可靠性与安全性；参与研发的青饲收获机割台，解决了高含水

率茎秆堵塞问题，被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栏目报道。 

3.农机科研业绩突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吉林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等项目 3 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农业部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等 7 项；主持/参与研发 7 个系列 20 种农机产品，全部产

业化并出口盈利 5000 余万元；累计发表 SCI/EI 等学术论文 31篇，申请发

明专利 27 件，已授权 12件；获得中国农业机械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第

2 位），山东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首位）、三等奖 1项（首

位），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十佳研究生、山东省优秀毕业生

荣誉称号。 

 

4. 孙宜田 

孙宜田，男，1980年 9 月生，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田间收获技

术研发中心副主任、工程师，中共党员。该同志一直在科研一线先后从事



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研究和机电产品性能测试装置、智能化农机装备的研制

与开发工作，研制的多款智能化农机装备已经推向市场。 

作为主要研究人员相继为省内外 30 余家大型水泵生产企业及质检单

位研发建设了各类不同类型的试验台近 50台（套），创造了较好的经济与

社会效益。参与设计开发的“特大型核泵/高温高压泵综合性能试验台”和

“山东省机电产品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国家实验室总体技术均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核心技术达到世界领先。 

作为主持人或技术负责人负责国家“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

农机装备专项项目子课题、“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省自主创新重

大专项、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省科技发展计划、省农业重大科技

专项等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发工作，牵头研制的精密播种施肥机种肥监控、

喷雾机变量控制、玉米收获机自动对行与仿形、马铃薯联合收获机监控等

智能化农机装备系统技术水平先进，相关技术成果已转化到企业，为我国

农业装备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先后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得专利 28项，国家软件著作权 17 项，制定

山东省地方标准 2项，获得省部级等各类奖项 14项，获得国际领先水平的

科研成果 2 项、获得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5 项、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

成果 6 项。 

 

5. 沈有柏 

沈有柏，男，1981 年 1 月生，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科长，高级

工程师，中共党员。该同志长期在一线从事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研发、

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新技术推广中成绩显著，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参与“优良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关键技术装

备的研究与开发”项目，实施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1248 万元，利税 227.42

万元；“稻麦周年生产机械化技术集成应用”项目，实施期内亩节本增效

269.9 元，总经济效益 11391.38 万元；“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与推



广”项目，实施期内累计节本增效 130.1 亿元。 

承担多项省部级项目，发表论文 12 篇，参编书籍 1 本，获专利 4 项，

其中发明专利 1 项；负责的“2BJQ-6A 型气力式油菜精量播种机”和

“2BFJM-10 型秸秆粉碎免（少）耕播种施肥机”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第三完成人“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与推广”

项目 2018 年获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第五完成人“水稻育插秧机

械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 2013 年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第

十一完成人“水稻基质育秧与机插配套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 项目 2015

年获江苏省农业丰收奖二等奖；2012 年获“江苏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2014 年-2015 年作为农业部援埃及农机专家参与国家援

非项目，获“援非工作个人荣誉证书”；论文《颗粒物料在三自由度振动筛

面上的运动仿真》2011 年获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6. 张若宇 

张若宇，男，1980 年 9 月生，农业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石河子大学教授，中共党员。该同志一直致力于解决新疆特色农产品品质

提升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针对加工番茄等特色农

产品品质检测开展探索与研究，突破现有农产品多类缺陷和品质检测中的

亮斑、光照不均等技术难题，创新开发农产品内外部品质检测平台，实现

农产品品质的高效提升。成功研制了国内首条加工番茄自动分选生产线，

以及国内首台收获机配套番茄色选设备，并应用于生产。该技术成果获兵

团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另外针对新疆薄皮核桃中大量存在的干瘪缺陷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力传感和图像信息融合的检测策略，并开发的相关检

测系统，检测准确率达到 90%以上。 

针对困扰机采棉品质的残膜清除难题，结合不同加工环节的地膜形状

尺寸、气流特性、荷电特性、光谱图像特征等特性差异，提出了籽棉残膜

多环节逐级清除思路，并对缠绕式、卸料式、气流静电式、光谱成像式等



清理关键技术和装备进行了研究和开发，进而实现机采棉加工过程的籽棉

残膜高效清除，相关技术正在相关企业进行转化。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回国人员择优资助重点类项目 1 项，其

它省部级及以上课题 6 项，厅局级课题 5 项；获科研奖励 20 项（其中兵

团科技二等奖 2 项）；指导学生实践创新获省部级以上奖 18 项；国家留学

基金委西部人才计划资助对象，“兵团英才”第一周期第三层次培养人才，

获石河子大学五四青年奖章；第一发明人授权发明专利 9 项；软件登记授

权 9 项；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12 篇，出版专著 1 部，参编教材 5 部。 

 

7. 张金凤 

张金凤，女，1981年 2 月生，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副书记，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中

共党员。该同志长期致力于排灌机械及工程的科研工作，具有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出了

突出成绩。主持完成了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4项，参与国家级及省部级以

上课题 10 余项，主持完成横向课题 5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第

6）、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第 2/第 4）和中石化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第 1），出版著作和标准近 10 部，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

中 SCI/EI 收录 1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0余项。2015 年被评为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 

近四年，该同志在促进本学科国际化和行业技术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

贡献。作为国际会议大会秘书，组织了 2016 年第二届国际空化及多相流会

议（200余人）、2017 年第十四届亚洲流体机械大会（300 余人），协助浙

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组织 2015年第七届国际泵与风机大会（160余人）和 2017

年第一届亚洲水力机械及系统国际论坛（150余人）；代表国家标准委员会

组团参与 ISO 国际标准讨论会，并积极推进国家标准“走出去”工程。组

织了 10 余次国内大规模行业会议和培训：每年不定期组织水泵设计方法和



测试技术培训班、技术转移大会和标准探讨会，2014 年-2017年连续组织

四届“全国节水灌溉装备与技术战略研讨会”，2016年组织了“高效智能

泵系统高峰论坛”，2017年组织了工程热物理流体机械和热机气动学术年

会（600余人）等，大大促进了我国排灌机械领域的学术和行业交流。 

 

8. 张俊宁 

男，1980 年 2 月生，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机电技术应用研究所

所长助理，研究员，中共党员。一直从事长期从事精准农业智能装备技术

研究，在农机装备自动与信息化领域科研、产品开发及应用推广工作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和突出的业绩，对推动我国农业装备自动化、信息化技

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先后主持了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

"863"、科技支撑计划等多项国家和北京市科研课题，通过在本领域持续的

研究积累和突破，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获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获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项，获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科技创新金奖 1 项。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和高水平学术会议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申请授权发明专

利近 20 项，参编国家及行业标准 9项，获软件著作权 10余项。在精准农

业智能装备技术研发过程中，注重产、学、研结合，积极创新，专注先进

实用精准农业智能装备关键技术研究，积极探索农机装备物联和信息化技

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瞄准生产应用需求，有效推进技术成果应用示范与

推广，逐步走出了面向行业管理、规模化农场和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技术研

发和应用推广的路子。面对行业监管以及现代化农业生产需要，为吉林省

研发了农业全程机械化监管云服务平台，实现农机的工作状态远程监测与

调度指挥，是全国唯一耕种管收全范围覆盖的省级大数据监管平台，解决

了传统农机作业监管落后、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等诸多问题，大幅度

提升农机作业智能化管理水平，该成果得到农业部的高度认可。近年推广

深松、保护性耕作、马铃薯播种、田间植保、马铃薯播收、籽粒机收和秸



秆打捆等农机精准作业远程电子监测系统 9000 余台套，相关技术成果已推

广应用到吉林、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南、山东等 10多个粮食主产省，

近 2 年累计签订技术成果应用横向项目合同 4000多万元，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经济效益。 

 

9. 黄光群 

黄光群，男，1979年 1 月生，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重大

专项处处长，副教授，中共党员。该同志长期从事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工程技术和智能装备研究方向的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

课题、北京市农业科技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近年来，

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70余篇，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33篇，其中 IF5year＞5 的 10 篇；获

授权和公开国家专利 35项，获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2项；获准国家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20项；以主要完成人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5 项；合著著

作 1 部；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4项。在国内率先研发成功了系列膜覆盖

节能减排智能型好氧堆肥装备，并进行示范和技术转移，减排、降耗均达

30%以上，提质增效显著，应用价值巨大。 

积极承担教学工作，主讲《农业机械与设备》、《农业机械装备生产实

习》和《Basis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Practice Education》等

主干课程，教学效果名列前茅。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和中国农业大学

教学成果特等奖各 1 项（均排名第 3）。独立指导博士研究生 7 名、硕士研

究生 6 名，多人次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和未来农机工程师奖学金。

指导国家级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1 项、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

计划项目 6 项和本科生毕业设计 22 人，4 获“百篇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

导教师奖。 

 



10. 董  昊 

董昊，男，1984 年 5 月生，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传动系统研究科科

长，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多通道工程技术类二级专家，工程师，

中共党员。该同志一直从事中小马力拖拉机产品研发工作。参加了整机技

术居国内领先水平的东方红-MK550/554/600/604/650/654轮式拖拉机的研

发，为第 5 完成人，负责同步器换档变速箱设计。截止 2017 年底销售 2000

余台，销售收入 1.4 亿余元。负责开发了国内首创的东方红-TC4015 拖拉

机叉装车，截止 2017 年底销售 200余台，销售收入 2000 万余元。参加了

整机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的东方红-ME304/354窄轮距轮式拖拉机的研发，

为第 6 完成人，负责项目管理、传动系设计。截止 2017年底销售 20000余

台，销售收入 6亿余元。作为 2016-202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

备”的“丘陵山地拖拉机关键技术研究与整机开发”子课题负责人，负责

课题管理，扭腰轮式拖拉机的设计、试制及试验工作。 

专业知识扎实、设计经验丰富，特别是对中小马力拖拉机及变型产品

的开发有着深入的研究，主持研发了多种产品，填补了国内中小马力拖拉

机侧置操纵、同步器换档等多项技术空白。负责及参加的成果获省级科技

进步奖 1项、市级科技进步奖 2 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1项、省级

科技成果 2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 12项、外观 4 项，发表论

文 6 篇。获公司先进个人、优秀职业化员工、岗位明星等称号。该同志表

现出了极强的科研能力，现已成为拖拉机开发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并被

聘为一拖公司多通道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