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书

（企业填报）

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江苏众建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91320413663264744B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工程机械

单 位 地 址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华城中路168号223室

单 位 联 系 人 ：杨志英

联 系 电 话 ：010-84679681

电 子 信 箱 ：zjdf@zjtathong.com.cn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南京理工大学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制表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2022年 6月



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江苏众建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中型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AAA 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万） 1095.03

专职研发

人员(人) 97 其中
博士 12 硕士 23

高级职称 15 中级职称 38

市、县级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常州市智能远程控制塔

式起重机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
常州市金坛区科

学技术局

2020年 12
月 14日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常州市智能远程控制塔

式起重机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
常州市金坛区科

学技术局

2020 年 12
月 14日

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

江苏省科学技术

厅/江苏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

局江苏省税务局

2021年 11
月 3日



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

纵向和横向项目或合作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项目一：

1、项目名称：

具有稳定性强的塔式起重机的研发

2、项目内容：

以江苏众建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现有产品为基础，通过在塔身的四周拐角处设置

支撑柱、支撑筋板、加强杆、安装座以及第一固定螺栓的配合对塔身的外部进行加固，

提高外部抗风效果和稳定性。通过防共振组件的设置解决传统的塔式起重机在工作时易

受到外界的影响，如风速和来自地面的振动。通过设置减震支撑脚，利用减震弹簧的形

变吸收起重机主体倾斜时的冲击力，使起重机主体的稳固性更好。完成塔式起重机防风、

防倾倒以及防共振的结构优化与研发分析，形成稳定性强的塔式起重机的研发目标。

3、项目成果：

有效提升了塔式起重机的稳定性，并且已授权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

一种具有防倾倒功能的塔式起重机，ZL202023285976.8

一种具有防风效果好的塔式起重机，ZL202023256497.3

一种具有防止产生共振的塔式起重机，ZL202023309002.9

项目二：

1、项目名称：

塔式起重机双制动起升调速控制系统的研发

2、项目内容：

将 PLC 输出端与变频器相连接，变频器输出端与起升电机相连接，再将起升机构操

作台的微动开关、限位开关与 PLC 输入端相连接，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复位按钮开关与

PLC 输入端相连接，采用先进的 PLC 变频调速技术对塔式起重机电力拖动系统进行技术

改造，使起重机起升机构实现平稳操作，提高运行效率，改善超负荷作业，消除起制动

冲击，减少电气维护，降低电能消耗，提高功率因数等均可取得良好实效。



3、项目成果：

形成了调速的塔式起重机双制动起升调速控制系统，为塔机起升机构灵活且稳定可

靠提供了保障，并且已授权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塔式起重机双制动起升调速控制系统，ZL202021719986.5

项目三：

1、项目名称：

用于控制塔机回转角度装置的研发

2、项目内容：

通过设置上阻挡装置、连接板、下阻挡装置和吊点耳板，将上、下阻挡装置与连接

板通过焊接连接，再将吊点耳板与连接板通过焊接连接，通过下阻挡装置与下回转销轴

连接，上阻挡装置紧贴上回转，在塔机的四个角安装，就控制相对位置及安装尺寸始终

满足塔机安装需要，安装牢靠，拆卸方便，能够反复周转使用。

3、项目成果：

通过塔机回转角度控制装置的设置，解决了塔机因现场环境限制，塔机自由回转而

造成安全事故，提高了现有产品性能，并且已授权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一种塔机回转角度控制装置，ZL202120383714.0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企业人员保障条件：

企业具备独立的技术研发中心，拥有 97 名科技人员，其中高级职称 15 人，中级职

称 38 人，科研队伍实力出众，人员配备齐全，多次取得科研技术突破。同时，技术研发

中心还设置后勤管理部、IT 部、安全检验部等等，为科研工作提供完备的保障。

技术研发中心总工程师：曹炯，56 岁，大学本科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专业，高级工

程师，从事本行业二十余年，科研能力及管理能力强，经验丰富，参与发明塔式起重机

工具式附着操作平台、塔式起重机防攀爬装置等 8 项实用新型专利，带领主持公司的项

目建设和工程技术，总管工程项目管理及技术系统，组织贯彻执行国家工程建设的有关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审查项目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项目管理

措施的有效性及施工技术保障的可行性，同时组织项目和技术负责人对工程进行常态巡

查，并对重点项目深入督察、检查，对技术问题、管理质量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技术研发中心副总工程师：杨志英，女，45 岁，大学本科机械设计专业，高级工程

师，从事本行业二十余年，经验丰富，参与发明一种附墙安全装置、一种塔吊稳固框等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负责设计及专利申请，对塔机结构件的设计修复及技术推广十分擅

长，同时组织公司塔机液压试验台的设计工作，制定公司标准并进行培训。

南京理工大学人员保障条件：

高校研究生导师一：吴志林，54 岁，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机械电子工程：主要研究机械电子工程技术、轻材料结构件设计与制造；

轻合金成形设计与仿真、虚拟设计以及有限元分析、先进材料应用以及机电系统灵巧化、

智能化等领域的研发与教学工作；担任中国兵工学会轻武器专委会、安防专委会委员、中

华医学会创伤弹道学组专委会委员、江苏省反恐怖专家委员会委员、单兵班组装备专业

组专家、青蓝工程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 333 工程首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获得获国防

科技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项、获兵器装备科技奖、兵器工业科技奖二等奖 2 项、三等

奖 1 项、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一等奖 1 项、曾获学校董事会基金奖 2项；申请发明专

利 28 项，授权 15 项。目前指导博士生 10 名，硕士生 22 名。

高校研究生导师二：黄晓华，53 岁，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智能制造与装备、特种机器人、机电一体化、模具

设计与制造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开发。发表论文 50 多篇，其中被 SCI/EI/ISTP 收录 28

篇；出版教材 3部；参与并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主持“863”子项目一项、

参与国家重大专项 3 项、参加或主持教学改革课题 2 项；主讲《控制工程基础》、《智能

控制技术》、《测量与互换性技术》、《数控技术与基础》、《模具设计与制造》等专业课程；

独创“四个工程”研究生工程设计、实践和研究的培养方案，较好地解决学校与企业的

关系衔接，指导 50 多名研究生毕业，目前指导研究生 16 名。

高校研究生导师三：吴键，男，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机电系统开发、智能装备测控系统设计、智能感知与测控技术

等相关技术研发与教学工作。先后发表论文 30余篇，SCI、EI 收录 20 余篇，主持及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重

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企业工作保障条件：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设备总投资达 423 万元，其中包括拥有研究开发用仪器设备，

检测设备 38 台套，科研设施齐全，拥有成熟的管理体系，运行管理有序，可以满足产品

更新与新产品的研发需求。拥有 1000 平方米实践场地，以及各型号塔机试验场所，用于

满足前期试验计划的形成，和后期研发成果的试验测试，基础设施齐全，安全保障设备

齐全，为技术研发提供了完备的保障条件。

南京理工大学工作保障条件：

校企合作的科研团队来自南京理工大学高端制造装备与技术工程实验室，实验室于

2014 年由江苏省发改委获批建设,实验室建筑面积达 2200 平方米，拥有 480 台(套)仪器

设备、工程软件,总价值超过 9700 余万元；实验室重点开展高档数控机床及功能部件设

计与制造技术、激光增材及压力成型装备与技术、高效智能焊接装备与技术等 3个关键

技术的研究，为高端制造装备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 160 人 (专职

人员 126 人) ，研究人员中包括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1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 1 名，青年千人 1人，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人才计划 4人。



近三年来承担包括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江苏省重大成果转化、国防预研等国家、省部级各类项目合计 80 多项。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115 项，已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63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6项。工程实验

室还与扬州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四川长征机床有限公司、

南京工艺装备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企业进行了产学研合作研究。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企业承诺为进站硕士生不低于每月 1800 元、博士生不低于每 2500 元的生活补助，

以及报销来回交通费用，每月提供 100 元的通讯补助。与此同时，企业还为进站研究生

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并且同公司研发人员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并按照绩效挂钩的原则，

给予适当奖励。为进站研究生免费提供食宿、独立办公室和单独实验室，为进站

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生活提供各种便利。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字以内）

采用理论学习和企业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和双导师负责制，校内外导师联合指

导，发挥研究生主观能动性，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为科研方向，发

挥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优势，团结合作，达成理想目标。

培养计划和方案：

1、培养方式：双导师负责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

学校课程学习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企业工程实践以校外导师为主。

2、培养方案：

（1）以项目课题方向为基础成立培养小组，确立人员；

（2）制定培养过程计划，明确目标，每周撰写本周工作小结，以及下周工作计划；

（3）每周一上午集中讨论，和企业对接上周成果和本周计划；

（4）经安全教育后，研究生必须实地观察研究以及后续测试；

（5）最后一周，提交工作总结，完成工作交接。

3、考核方案：

由公司分管技术工作的总工程师和高校进站研究的指导老师共同担任考核组成员，

围绕上述技术攻关课题及研发方向，负责项目实施、过程跟踪以及考核等，成员具备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