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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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913210841413030561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 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业

单 位 地 址 ：江苏高邮高新区郭集工业园

单 位 联 系 人 ： 汪盛昌

联 系 电 话 ： 158613644647

电 子 信 箱 ： 31442543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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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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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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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5

专职研发

人员(人) 189 其中

博士 18 硕士 23

高级

职称
31 中级职称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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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核级电缆（赛德）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 扬州市科学技术局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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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赛德）核电站用特

种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12年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 省级

江苏省科技厅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11年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
省级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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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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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公司以南京理工大学、上海电缆研究所为技术依托单位，围绕防火电缆、光伏

电缆、核电站用电缆、乏燃料处理用核级电缆、舰船电缆开发了新特产品 21 个，申请专利

3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企业标准 3 份。推动光伏电缆、核级电缆等相关技术研发、积

累，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创造了 32 个岗位，推动了光伏电缆、核

级电缆用原辅材料技术的升级换代。

2019 年 2 月公司和南京理工大学联合研发的高绝缘电阻易安装柔性防火电缆等电缆被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省重点推广应用的新技术新产品，该项目研发内容：1、绝缘老

化前抗张强度≥12.5N/mm2,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30%；2、护套老化前抗张强度≥

9.0N/mm2,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30%；3、绝缘老化前断裂伸长率≥200%,老化前后断

裂伸长率变化率≤±30%；4、护套老化前断裂伸长率≥150%,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30%；5、绝缘热延伸（200℃，15min,20N/cm2）载荷下伸长率≤100%，冷却后永久伸长率

≤25%；6、电缆在 950℃,180min,震动和喷淋的耐火试验条件下保证电路的完整性。该项目

授权专利 3项，其中发明 1项，省双新产品。

2019 年 3 月公司和南京理工大学联合研发的综合防鼠防白蚁光伏电缆被江苏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评为省重点推广应用的新技术新产品，该项目研发内容：1、绝缘、护套老化前抗

张强度≥12.5N/mm2,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30%；2、绝缘、护套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150%,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30%；3、热延伸试验（200℃，15min,20N/cm2）载荷下

伸长率≤100%，冷却后永久伸长率≤25%；4、湿热试验（90℃，相对湿度 85%，1000h）老

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30%，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30%；5、耐气候试验（720h,

温度度 63℃，湿度 65%）随后的室温卷绕试验无裂纹；6、大鼠啃咬试验（14 天）有轻齿痕

试验期间受试大鼠无中毒及死亡现象；7、防白蚁试验（击倒法）-Kt50 63min。该项目

授权专利 3项，其中发明 1项，省双新产品，通过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鉴定，鉴定证

书编号：苏经信鉴字【2017】0013 号。该产品采用 125℃辐照交联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绝缘

和物理防鼠层、化学防鼠防蚁层的特殊结构设计，产品具有优良的防鼠防蚁性能、耐日光、

耐气候和无卤无毒性能等，综合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19年 9月公司和南京理工大学联合研发的核电站用1E级低压电力电缆被江苏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评为省重点推广应用的新技术新产品，核电站用 1E 级低压电力电缆技术要求及

参数基于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堆型，包括 M310、ACP1000、CAP1400 等堆型技术指标。电

缆应能够满足耐日光、耐热、耐潮湿、耐水淹、耐辐照以及阻燃的要求。当电缆正常运行持

续导体温度为 90℃并且最大空气环境温度不超过 65℃时，其热和辐照性能满足在电厂 60

年的预期寿命，始终能够保持其关键的电气和物理特性。电缆设计相关的技术参数，包括绝

缘材料的热阻率、介电常数和功率因数等参数，应满足 JB/T 10181 的要求。该项目授权专

利 9 项，其中发明 1 项，省双新产品，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鉴定，鉴定证书编号：JK

鉴字【2018】1037 号。该产品具有无卤、低烟、高阻燃等特点，具有良好的耐辐射性能，

其鉴定寿命超过 40 年，使用的安全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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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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企业人员保障条件：

公司多年来与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自动化学院、上海电缆研究所等科研院所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组建了一支较强的研发团队，公司现有科技人员

189 人，占员工总数的 32.6％ ，其中外聘院士 1人、博士 18 人； 正高级工程师 12 人，

高级工程师 22 人；工程师 103 人。70％研发工程师具有 5 年以上新品研发经验，有着稳

定的研发队伍，其专业背景涵盖电线电缆、电气工程、安全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在研

发团队中 既有专业性强的设计开发人员，又有实践经验丰富的工艺研究与试制试验人员，

能够较好的指导与培养研究生。

对进站的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企业将由技术中心、研究中心主任戴永拓高工担任导

师， 南京理工大学将由周严副教授担任导师，对研究生工作站研究与工作的研究生给予理

论知识、实践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

戴永拓，35 岁，高级工程师，扬州英才。江苏赛德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技术中心主

任，2007 年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通信工程专业本科毕业，2017 年于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硕士毕业。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发明专利 2项，发表论文四篇，一直注重不断提升胜

任驾驭本企业高质量发展特点的生产经营精心管理专业技术能力，专注于专精特新产品的

研发与产业化。

1.2 高校人员保障条件：

高校研究生导师一：徐建成，男，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工

程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计算机图形学、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内容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担任江苏省工程图学学会 CAD&CG 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

精品课程负责人；获得省教学成果 5项，校董事会基金奖特等奖 2次，优秀后备带头人奖一

等奖 1次；获得原兵器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依托南京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开展了多项产品设计、制造，网络化制造、虚拟现实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校企合作研究。

高校研究生导师二：李磊，男，教授，南京理工大学电气工程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功率电子变换技术、电力电子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研究。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发表文章近

20 篇（SCI、EI 检索近 100 篇），授权专利 10 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多个

重 要项目，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3 项。为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次培养工程”中青年学

术带头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南京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学科带头人和专

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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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企业工作保障条件：

公司在专精特新产品的开发上特别注重技术开发与技术改造相结合；产品开发与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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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材料、新工艺相结合，不断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近年来，把集成控制、工业自

动化技术、环保型光伏电缆、核级电缆结构设计技术等新技术、新工艺运用到产品设计中，

增加其科技含量，成功开发：金属挡潮层防水光伏电缆、综合护套防鼠防白蚁光伏电缆、核

电站用 1E 级无卤低烟阻燃仪表电缆、三代非能动核电站和缓环境 1E 级 NS 级耐火控制电缆、

一种电动汽车充电桩电缆、一种高强度纳米聚烯烃绝缘声呐电缆等 20 余项系列产品，承接

电力、石化、能源、核电、军工等大型工程 136 项的电缆提供工作。公司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4件，实用新型专利 59 件，全部核心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

多年来，赛德公司坚持技术进步、坚持深化改革，不断加强内部管理，综合实力不断提

升。企业不仅在量上得到扩张，在质上也得到快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省市政环

境行业名列前茅。公司将对进展研究生开发现有研发中心及试制、生产车间。通济线缆现有

研发和中 试场所面积约 1350 平方米，拥有塑料挤出机、 自动高速绞线机、成缆机、高速

并丝机、 高速双头成圈机、低噪音塑料粉碎机、工频感应预热器、工频火花试验机、高绝

缘电阻 测量仪、工频耐压试验系统、 电子万能试验机等各类检测与试制设备 180 多套，完

全满足研究生科研与实践的硬件及场地需求，

“赛德牌”电缆是江苏省名牌产品，目前已成功进入全国 20 多家重要央企，具有强劲

的市场竞争力。赛德电缆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电力、石化、冶金、化工、军工、核工、有色、

轻纺、建筑、建材、交通、城建等行业的诸多国家重点工程和单位，如中石化、中海油、广

东电力、北京电力、江苏电力、浙江电力、玉环电厂、海门电厂、金陵电厂、下关电厂、秦

山核电二扩、方家山核电、福清核电、石岛湾核电、霞浦核电、三峡右岸及地下电站、三峡

溪洛渡电站、向家坝电站、上海石化、扬子石化、茂名石化、北京首钢、广州地铁、中科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及声学研究所等。公司十多年在五大发电集团的中标率一直名列前茅，为全

国 90%的发电项目及大部分变电站项目提供产品，特别是首条 1000 千伏特高压线路变电站、

首批百万千瓦火电机组、三峡工程及奥运北京供电系统等重大项目的主要供应商。赛德电缆

已走出国门，远销迪拜、约旦、伊拉克、越南、印尼、缅甸、秘鲁、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

“一带一路”境外市场，赛德品牌正大步走向世界。

公司坚持把企业信誉和产品质量及科技创新问题摆在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严

格按照 ISO9001 质量体系、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及知识产权标准化等相关标准常抓质量 管理

不松懈。

2.2 南京理工大学工作保障条件：

校企合作的科研团队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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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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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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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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将向在站人员提供硕士生不低于每月 2000 元、博士生不低于每 3000 元的生活补

助，承担每月一次的回校交通费用。公司提供免费住宿、工作餐等。同时公司为在站研究生

办理人身意外保险。享受在职同类人员相同的福利待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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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独立办公室，提供单独实验室。免费提供住宿和工

作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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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研究、新产品开发、引进转化高新技术成果和技术创新方面，公司将不断引进智

能制造与高端装备领域内的高端技术人才，同时与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合作，通过联合定向

培养模式对进站研究生进行培养，在环保型电缆、新能源电缆结构设计、智能控制技术以及

系统设计等领域方向开展技术攻关，具体培养计划和方案如下：

4.1 围绕上述列出的和高校开展的技术攻关课题及研发方向，接纳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

程专业研究生进行为期 1-2 年的企业实践，公司为进站研究生选聘 3-4 名具有技术专长和

科学研究能力的企业导师，由企业导师和高校进站研究生指导老师协商确定实践课题。公司

成立进站研究生实践考评小组 (4-5 人)，由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制定在站研究生企业实

践记录本，以及包含开题、中期考核和结题考核的研究能力评价体系，负责企业实践课题的

开题、实施、过程跟踪以及考核等环节。

4.2 公司成立进站研究生培养小组 (4-5 人)，与实践考评小组可以相同，由公司总经

理担任组长，围绕上述技术攻关课题及研发方向，由公司进站研究生培养小组与高校进站研

究的指导老师协商确定研究生毕业课题。研究生培养小组负责毕业课题的开题、实施、过程

跟踪以及考核等环节。同时以项目为载体，让进站研究生参与项目在结构设计数学模型建立、

有限元模型性能分析、控制系统硬件和相关软件开发以及工程样品试验全阶段过程的成果转

化实施与技术推广工作。进站研究生修完课内学分后可以来公司开展研究工作，进站研究生

毕业时可以考虑留在公司从事研发和技术攻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