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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书

（企业填报）

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 江苏五星波纹管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91321204731171735N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 制造业

单 位 地 址 ： 泰州市姜堰区天目山街道姜堰大道1065-1号

单 位 联 系 人 ： 葛桂兰

联 系

电 子

合 作 高

电 话 ： 13376021958

信 箱 ： 992210494@qq..com

校 名 称 ： 南京理工大学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制表

mailto:9922104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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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江苏五星波纹管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中型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AAA 上年研发经费投入（万） 3249.08

专职研发
人员(人) 126 其中

博士 11 硕士 24

高级职称 15 中级职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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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泰州市经济和信
息化员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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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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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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企合作攻关项目

项目一：低成本连续化高质量超高速激光熔覆再制造专用粉体制备技术的研发

通过研究不锈钢基材及三种陶瓷硬质相（SiC、VC、WC） 的颗粒尺寸大小及之间配比

关系对工艺及性能的影响规律，建立超高速增材制造陶瓷增强复合材料技术规范，项目

拟采用基于高频二值条纹编码的结构光三维重建方法来实现表面三维重建； 采用多工艺

约束条件下的多变量优化方法对模型进行自适应分层算法，将几何特征、控形控性要求、

工艺参数作为目标函数的变量，最终实现全局最优的分层方案； 以红外测温方法为基础，

研究测量点布置、嵌入方法、数据采集优化、温度场反馈、熔池尺寸检测等核心问题，

实现温度场可视化测量； 以三角测量法为基础，研究适用高温辐射、粉末遮蔽的视觉测

量方法，确定测量点布局及零件变形量测量，实现增材再制造控形检测； 将局部预热、

感应预热、高速熔覆等功能控制模块高度集成于软件中，最终实现高效移动式增材再制

造总控系统的设计研发。

项目二：超高速激光熔覆再制造过程动态熔池与凝固表面的几何形状在线监控技术

的研发

校企双方已确定初步方案，拟利用温度传感器采集熔池信号并反馈， 由计算机通过

软件进行信号分析与成像，建立在线监控专家系统； 通过研究激光增材制造组织缺陷与

无损检测电磁场/超声波作用规律，探索钢力学性能与无损检测信号特征值之间映射关

系，建立综合检测实验平台。

针对传统熔覆过程中铁、镍、钴基高硬度涂层激光增材修复与再制造过程中容易产

生裂纹、孔隙等问题。本项目拟开发超音频感应预热条件下激光增材制造/再制造模块及

其复合工艺： 设计开发相应的超音频感应预热模块及配套软件控制系统，建立超音频感

应预热场+激光辐射温度场多场耦合系统； 同时结合不同预热温度场与激光辐射温度场复

合条件下的试验研究，揭示熔覆层成型机理和控形控性机制，从而获得增材制造/再制造

的优化工艺和多能量场的匹配原则，从而满足超高耐磨性、超低缺陷数量及优异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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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等不同工业应用的需求。

项目名称三： 宽带激光热源预热条件下增材制造技术的研发

针对超高速增材制造高界面接合性能与低入热量特性，明晰同粉体流速下超高速激

光熔覆光-粉作用过程（图 1），对粉体流切片表征分析，揭示光粉空域与时域耦合机

理， 探索光粉最佳耦合关系，建立工艺参数之间的本征模型，研究陶瓷增强相与粘结

相的相 容性，形成超高速激光增材再制造基础理论和模型，揭示陶瓷增强相与粘结相

涂层服役 环境下增强效应。

通过研究超高速激光熔覆线速度、送粉量、搭接率对粉体利用率、熔覆层厚度、热

影响区厚度、微观结构的影响； 表征熔覆层孔隙率、气泡、夹杂等微观缺陷，研究激

光 重熔工艺参数对（多） 熔覆层微观结构、界面元素扩散及表面形貌的影响规律；

研究多 道多层熔覆修复过程中碳钢的致密性、晶粒度、组织性能随工艺参数的变化规

律，测试 其拉伸强度、耐磨性，并采用盐雾试验、极化曲线等试验测试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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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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人员保障条件：

公司多年来与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扬州大学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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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员工

885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 126 名。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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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专业背景涵盖机械、信息工程、安全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

高校人员保障条件：

何博侠，49岁，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电工程系硕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智能装备与光、机、电、算一体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技术、机械动力学及其动态

测试技术、机器人视觉与数字图像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发表论文40余篇，

EI/SCI 收录30余篇。获授权专利16项。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1项。在机器视觉测量研究

领域提出 机器视觉多视场协同测量法、机器视觉跨尺度测量法、基于序列局部图像尺

寸特征的测 量方法，实现了机器视觉多尺度高精度全自动测量。担任中国图像图形学

会视觉检测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主持或参与的研究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清洁切削加工综合性能评价及检测技术、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项目： 储能飞轮系

统开发、上海新跃 联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柔性装配线高精度智能测量设备研制

等。

江剑，48岁，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电工程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机电系统设计、测控技术及仪器、计算机控制技术、图像处理及识别等方面的研发与

教学工作。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苏省专利金奖等；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授权； 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SCI，EI收录。承担主要项目包括： 高

速相机的靶场应用技术、ERP/MIS/MES管理系统及智能终端研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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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公司专业生产船用阀门已经二十多年的历史，公司占地面积 660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486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3600 多万元； 公司拥有不锈钢、铸钢、铸铜、球墨铸铁、铸

铁等铸造、金加工、组装等车间，并设有现代化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各类检测

设备齐全，各类生产加工设备一百余台，其中蝶阀自动化加工中心 6 台。本公司具有生

产公称通径 6-1000mm、公称压力 0.1-15MPa 铸铁、铸钢、铸铜、不锈钢等各种材质的

船用中心型蝶阀、双偏心蝶阀、止回蝶阀、金属密封蝶阀、通风风闸、波纹管无泄漏阀、

通海阀、截止阀、截止止回阀、止回阀、闸阀、旋塞、安全阀、防浪阀、快关阀滤器等

国标，部标，外贸标准和非标船用阀门及船用附件的能力。年产以蝶阀为主的船用阀门

20 万余台（套） ，在省内乃至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多年来本公司秉承“以科技为动力，以质量求生存”的经营宗旨，建立了完善的管

理、生产、销售、售后体系。以诚信开拓市场，以高品质产品拓展高端阀门市场。公司

先后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国船级社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美国、德国、

英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挪威等国家船级社的国际认证，公司先后获得江苏省著名

商标、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最佳信贷诚信企业”。公司生

产的中心型蝶阀、双偏心蝶阀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产品、“泰通”牌船用阀门被江苏

产品质量监督保障中心认定为“江苏省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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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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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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将向在站人员提供硕士生不低于每月 1800 元、博士生不低于每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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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套装备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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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分管技术工作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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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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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以及工程样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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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