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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现场

　　3月25日，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广州召开，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

记章熙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迎军教授参加大会。会上颁发了2019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华南理工大学27个项目（个人）荣获2019年度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共有突出贡献奖1人、一等奖8项、二等奖18项，

获奖数量居广东省首位。

　　其中，王迎军院士荣获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数学学院朱长

江教授团队主持完成的项目“液体-气体两相流模型的适定性理论”荣

获自然科学一等奖，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国强教授团队主持完成的项

目“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及器件的界面调控技术”、土木与交通学

院曹洪教授团队主持完成的项目“地下结构截排减压主动抗浮关键技术

与工程应用”荣获技术发明一等奖，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黄强教授团队

主持完成的项目“大宗淀粉资源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荣获

科技进步一等奖；学校还参与完成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1项、技术发明

一等奖项目1项、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2项。

　　据悉，大会共颁发了2019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179项（个人），

其中突出贡献奖2人，特等奖1项，一等奖50项，二等奖122项，科技合

作奖4人。（图/广东卫视 文/科技处）

附：获奖人/获奖项目简介

突出贡献奖：王迎军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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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迎军，女，中国工程院院士，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国际生物材

料科学与工程院Fellow。华南理工大学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院长。王迎军从事生物材料研究

与工程化工作35年，在骨、齿和血液净化材料，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材

料等前沿研究领域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被Nature Materials，

Chemical Reviews，Advanced Materials 等国际顶尖期刊引用和高度

评价。王迎军教授提出类骨仿生构建创新理念，建立生物适配理论雏

形，丰富和扩展了新型生物材料研究理论体系。她和团队研发的大缺损

骨再生修复体在临床转化应用，保住病患肢体，减少残疾，解决了承重

骨大缺损再生修复国际难题。该成果转化企业已获得CFDA证和CE证，在

中国和欧盟400多家医院、30余万病人临床应用，产生重大社会和经济

效益。

液体-气体两相流模型的适定性理论

　　刻画流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液体-气体两相流模型是石油工业中描述

管道和深井中油和气的生产和输运的常见数学模型。该模型不仅具有深

刻的物理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数学理论价值。本项目“液体-气体

两相流模型的适定性理论”系统地研究了一维液体-气体两相流模型的

自由边界问题，得到了弱解的整体存在性；研究了高维液体-气体两相

流模型的Cauchy问题和初边值问题，分别得到了弱解的整体存在性以及

强解关于液体质量上界的爆破准则；研究了液体-气体两相流模型解的

长时间性态和稳定性等问题。

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及器件的界面调控技术

　　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是国家在先进材料领域重点发展的战略方

向，所制备的半导体器件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等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然而，界面问题贯穿于“材料生长→结构设计→器件制程”的全

线程，是实现高性能器件的关键挑战。因此，项目组通过产学研协同攻

关，发明III-V族半导体的低温外延生长技术、设计多种异质界面结构

以及高效的晶圆键合和衬底转移技术，解决了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材

料与器件的界面问题，所研制的多种高性能半导体器件已应用于多家国

内知名企业的生产及多项国内外重大工程。近三年累计新增销售超过

17.8亿元人民币，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技术发明摆脱了国

外相关核心技术封锁，解决了我国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

 

地下结构截排减压主动抗浮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已提升为国家战略。城市地下结构的规模越来越

大，抗浮问题越来越突出，解决抗浮问题成为地下工程建设的关键。课

题组经过15年的系统研究，创新划分了平地、坡地、临江三类场地的抗

浮设计类型，提出了对应的水浮力计算方法。提出了多层区域复杂渗流

场“有限元+解析解降维”计算理论,揭示了无砂混凝土长期通畅的机

理，几何和力学条件；截渗帷幕渗流稳定机理和自愈条件。发明大直径

无砂混凝土减压井截排减压抗浮成套技术，以及排水廊道自流减压抗浮

成套技术，解决了主动抗浮技术在强透水地层，以及坡地、临江条件下

的应用难题。在基础理论研究、技术体系创新及工艺产品研发，工程验

证及应用，规范标准编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获授权发明专利

23件，发表SCI/EI收录论文93篇，主编行业和广东省标准各1部。成果

应用于建筑、交通、水利等行业，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近100项工

程。

 

大宗淀粉资源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

　　项目针对淀粉改性反应效率低、产品稳定性不足，淀粉深加工产品

附加值低、应用领域窄等行业难题，发明了淀粉高效疏水改性、多酶协

同糖化和可控酶解等淀粉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通过淀粉预处理技术实

现了淀粉高效反应，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产品稳定性；开发了具有

包埋、乳化稳定、表面活性和脂肪替代功能的乳化淀粉、淀粉基表面活

性剂、流动性淀粉和高纯麦芽糖浆等淀粉深加工产品。研究成果获授权

发明专利18项，其中国际PCT 2项、授权美国发明专利1项，出版《食用

变性淀粉》等专著2部。相关核心技术在广州浪奇、广州双桥和东莞东

美等多家大中型企业推广应用，提升了高端变性淀粉、日化产品和淀粉

糖品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华南理工大学获2019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学校完成人

1  王迎军

2 液体-气体两相流模型的适定

性理论

朱长江（1）

3 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及

器件的界面调控技术

李国强（1）、王文樑（2）、

高俊宁（8）、高芳亮（10）、

阳志超（12）

4 地下结构截排减压主动抗浮

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曹洪（1）、潘泓（2）、骆冠

勇（3）、朱东风（7）、房营

光（8）、谷任国（13）



5 大宗淀粉资源高值化加工关

键技术及其产业化

黄强（1）、扶雄（2）、张斌

（3）、李超（4）、何小维

（10）、罗发兴（14）

6 矿物-胞外呼吸微生物间电子

传递机制及其环境效应

冯春华（4）

7 淡水池塘环境生态工程调控

与尾水减排关键技术及应用

程香菊（3）

8 跨域多维电子围网关键技术

及应用

陈俊龙（3）、张通（14）

9 我国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核心

技术完全自主化攻关及重大

工程应用

无

10 非多面体对称锥优化与互补

问题的 FB 型非光滑映射的

研究

潘少华（1）、贲树军（2）

11 金属表面耐磨、防腐及超疏

水薄膜材料的设计、结构调

控及功能特性

康志新（1）、苏峰华（2）、

陈德馨（3）、黄平（4）

12 功能纸用高品质变性淀粉产

业化关键技术创制及推广应

用

陈玲（1）、李晓玺（2）、郑 

  波（5）、李 冰（6）、

李  琳（7）

13 螺旋糊精包结载体的绿色高

效制备及应用

罗志刚（1）、程建华（2）、

王萍萍（5）、齐亮（6）

14 移动互联网软件用户行为分

析与可靠性保障平台建设及

规模化应用

陆璐（1）、徐浩（2）、唐韶

华（4）、邱少健（5）、郭洋

（6）、汤成（7）

15 基于虚拟机器人的政务服务

平台及应用

许 勇（1）、全宇晖（2）、吴

斯（3）、黄 艳（4）、梁锦秀

（5）

16 预应力空间结构优化设计理

论与监测关键技术

石开荣（1）、姜正荣（2）、

阮智健（5）、何卓艺（8）、

潘文智（9）

17 典型家电产品制造过程关键

技术与系统研究及应用

李  迪（3）、张  平（5）、

李  方（8）、陈昕叶（9）

18 移动场馆及其配套设备 祝胜光（3）

19 蒸汽技术在家电产品中的应

用及产业化

余旭聪（7）、梁晗妮（8）



20 下一代互联网智慧终端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张  凌（2）、袁  华（4）、

胡金龙（10）

21 基于人工智能的业务安全管

控平台研发与应用

蔡  毅（2）、闵华清（5）

22 手表外观件表面功能微纳涂

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无

23 智能用电大数据关键技术、

装置研发及工程应用

马千里（5）

24 基于扩展型微小区皮基站架

构的多制式室分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

唐杰（5）

25 印染废水处理智能管控关键

技术及应用

刘乙奇（7）

26 大跨径混合梁斜拉桥设计关

键技术研究

苏  成（7）

27 直流配电关键技术研究、成

套装备研发与应用

韩永霞（7）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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