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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关于征集“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 

推荐材料的通知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各成员学会： 

    为把握智能制造使能技术的全球发展前沿和应用趋势，掌握智能

制造在各行业应用的特点与实施策略，引导我国制造企业通过智能制

造的实践实现转型升级，推动我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中国科协智能

制造学会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将开展“2019年智能制造科

技进展”推荐、评选工作。 

   “2019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推荐、评选的宗旨：把握智能制

造发展趋势，引导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评选材料将通过中国科协智能

制造学会联合体的 13家成员学会、联合体专家委员会成员推荐产生。

经过初评、终评，最终形成“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国智

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入选的科技进展成果拟在 2019年世界智能制

造大会上发布，并将作为联合体 2019年重大研究成果予以宣传。 

    现联合体决定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开始 “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

进展”推荐材料的征集工作。推荐、评选工作方案详见附件。 

评选材料征集时间：2019年 5月 8 日-7 月 20日。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代章） 

                                       2019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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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 

推荐、评选工作方案 
 

“2019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推荐、评选的宗旨：把握智能

制造发展趋势，引导我国智能制造发展。推荐材料将通过中国科协智

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的 13家成员学会、联合体专家委员会委员推荐产

生。推荐材料经过初评、终评，最终形成“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

展”、“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以下简称“双十”）。入选的智

能制造科技进展成果拟在 2019年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发布，并将作

为联合体 2019年重大研究成果予以宣传。 

“2019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推荐、评选的重点范围如下： 

一是聚焦在世界智能制造技术领域新技术、新发现、新趋势 

· 聚焦国内外智能制造技术、装备、系统、标准的进展； 

· 聚焦智能制造发展前沿与应用热点形成的科技成果。 

二是聚焦智能制造技术、装备、标准以及解决方案，可转化为实

际生产力，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贡献，并具有一定示范作用的科技

进展。 

· 聚焦国际领先企业智能制造应用实践案例； 

· 聚焦我国制造业不同领域实施智能制造的实践案例； 

· 聚焦国内外智能制造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对智能制造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入选的科技进展成果将推动智能制造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应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调

整。同时，为各级政府制定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持，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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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院所、金融投资等发展或投资智能制造提供示范引领。 

一、“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推荐范围及标准 

应用范围： 

1.聚焦国际上应用的智能制造技术、装备、系统和解决方案，以

及智能制造发展前沿与应用热点形成的科技成果； 

2.结合国际领先企业的智能制造应用实践，综合国际相关研究机

构和学会协会发布的技术白皮书、参考模型和相关标准，解析世界智

能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趋势与科技成果； 

3.在智能制造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系列或者重大发

现，将引起智能制造领域的突破性发展，或对智能制造发展有重大贡

献的科技成果； 

4.推荐的科技成果必须无知识产权争议，有争议的成果应在推荐

前解决，否则不予受理。 

评选标准： 

1.创新性：在世界智能制造行业或产业领域中具有新颖性或实质

性的突破、改进；以及解决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难点或行业热点问题。 

2.应用性：在国际上有实际应用，即应用在智能制造实践案例中

并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3.引领性：通过培育和发挥优势资源进入智能制造发展前沿，掌

握智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域中技术源头，成为国际相关技术制定者

或者引领者。 

4.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前者是指在全球应用后在劳动生产率、

投资回报率等方面实际取得一定影响；后者是指在全球对生态环境、

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程度，对行业（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的

贡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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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发展预期：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及未来可预

测将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知识产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采取的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

度及效果。 

二、“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评选范围及标准 

应用范围： 

1.结合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情，聚焦我国智能制造技术、装备、系

统和解决方案的应用，以及智能制造发展前沿、应用热点的科技成果； 

2.结合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相关部委对于实施智能制

造的相关规划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科技成果，聚焦制造业不同领域的

领先企业推进实施智能制造的实践案例，并取得的显著技术进展或科

技成果。 

3.推荐的科技成果必须无知识产权争议，有争议的成果应在推荐

前解决，否则不予受理。 

评选标准： 

1.创新性：在中国智能制造行业或产业领域中具有新颖性或实质

性的突破、改进；以及解决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难点或行业热点问题。 

2.应用性：在我国制造业领域有实际应用，即应用在智能制造实

践案例中并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3.引领性：通过培育和发挥优势资源进入智能制造发展前沿，掌握智

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域中技术源头，成为国内技术制定者或者引领者。 

4.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前者是指在我国制造业领域应用后在劳

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等方面实际取得一定影响；后者是指在我国制

造业领域应用后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程度，对行业（地

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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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发展预期：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及未来可预

测将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知识产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采取的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

度及效果。 

三、科技进展推荐、评选流程 

为充分体现本届“双十”评选活动的公开性、广泛性和专业性，

要求联合体 13家推荐单位积极动员所在领域的国内外权威的行业组

织、研究机构、高校、企业，以及智能制造领域专家共同参与本届“双

十”科技进展的推荐工作。 

13家推荐单位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自动化学

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宇

航学会。 

推荐/评选流程： 

1.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评选办公室 

主任：田利芳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艳秋、刘来超、刘凤坤、杨丽、张莉、张婵、赵军、钟永刚、 

杨娟、刘淼、袁爱洁、贾晓丽、顾硕、高鑫、赵玫佳、赵凤敏、

赵军、曹亚君、徐涵、邹亚茹 

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评选办公室负责收集新一年度“智能制造科技

进展”推荐材料，并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组织召开评审会。负

责对入选“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成果进行发布、宣传，组织召开“双

十”论坛，进一步扩大智能制造“双十”科技进展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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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评选专家委员会 

主任：李培根   

副主任：张彦敏 

专家成员：（各成员学会推荐的 1位院士+2位专家） 

黄庆安、邱介山、刘功效、俞建勇* 、伏广伟、马崇启、 

钟志华* 、李骏* 、李正建 、蔡云生、岳东、孙富春、任福继、 

顾国彪* 、李耀华、郝玉成、李培根*、黄培、林雪萍、陈明、 

罗锡文*、赵春江、韩鲁佳、方宪法、方书甲、梅雪松、谢兵兵、 

侯增广、陈映秋、周世杰、丁鹏飞    （注：*——代表院士） 

3. 每家推荐单位根据评选范围可推荐“智能制造科技进展”不

少于 5项。申报单位填写《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表》（见附件

1），并提交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证明材料清单（见附件 2）、科技成果

推荐承诺书（见附件 3）。推荐单位组织召开关于拟推荐科技进展材

料的内部讨论和评议，会后在推荐单位官网上公开征询意见，确定推

荐科技进展，提交纸质版申报材料（附件 1、附件 2、附件 3）至智

能制造科技进展评选办公室（以下简称评选办公室）。评选办公室对

材料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审查的材料进入初评。 

4. 第一轮评选（函评） 

评选办公室组织在联合体专家委员会和智能制造研究所首席研

究员范围内进行函评——专家根据评选标准进行勾选。综合评选结

果，进行加权分析，排序结果作为重要参考进入到初评会议。 

5. 第二轮评选（初评） 

评选办公室组织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评选专家委员会委员，召开

“双十”初评会议，按照评选标准和要求，组织被推荐科技进展成果

单位进行汇报答辩。根据汇报答辩的情况，专家们进行集中讨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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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两项意见。一是在综合汇报答辩和推荐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对

推荐材料进行划分，形成“世界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拟推荐材料和“中

国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拟推荐材料。二是专家根据汇报答辩情况进行

现场打分，在综合考虑函评结果的基础上，遴选出“世界智能制造十

大科技进展”候选 15项、“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候选 15项。 

6.第三轮评选（终评） 

初评后，评选办公室组织智能制造领域综合性专家召开终评研讨

会。由推荐单位阐述候选项目的推荐理由，专家对各项候选材料进行

讨论，并在专家评分表上打分。专家按照每项指标打分时，低于或者

高于一定的分值（如高于 9分，低于 6分），要求评审专家明确给出

高分的理由和低分的理由，并存档。 

评选办公室对分值进行现场统计，并根据分值高低评出“世界智

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10项）、“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10

项）。会后，将评选结果在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范围内进行

7天公示。对公示期间存在重大质疑的科技进展，评选办公室有权取

消入选资格。 

四、入选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发布、宣传 

“2019年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

十大科技进展”拟在 2019年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发布。 

入选智能制造“双十”科技进展的企业将有机会在 2020年智能

制造科技进展“双十”论坛上进行交流。 

附件 1：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表、 

附件 2：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证明材料清单 

附件 3：科技成果推荐承诺书 

附件 4： “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附件 5：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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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表 

项目名称： 

      □世界                  □中国 

推荐单位（盖章）

/专家（签字） 

 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科技进展参评材料（5000 字以内） 

（要求：以下内容作为专家评审的重要依据，请务必按照要求规范化、

对应填报，围绕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来阐述） 

 

1.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背景和意义； 

2.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目前的应用情况； 

3.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创新性和引领性（与同类、同行业的科技进展进行横

向对比，要有指标、数据支撑）； 

4.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应用前后，给企业带来的成本、生产效率、绿色环保

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方面的提升（前后数据的对比，能用表格最好）； 

5.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情况。 

 

“2019 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填报需要特别注意： 

1.“2019 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作为专家评审的重要依据，请务必按

照要求规范化、对应填报，围绕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来阐述。请推荐单位

和申报单位务必按照要求填报。 

2.“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请务必重点体现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

展的创新性和引领性，与同类、同行业科技进展的横向对比，要有指标、数据支撑。 

3.“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请务必重点突出本项智能制造科技

进展应用前后，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求有前后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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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证明材料清单 

1.知识产权证明：指智能制造科技方面已获授权的主要知识产权

证明材料，提供复印件即可。 

2.评价证明或者验收证明：指智能制造科技方面的验收鉴定、权

威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或者批准文件等，提供复印件即可。 

3.应用证明：指智能制造科技应用所行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证明，可选择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提供，提供应用单位盖章原件。 

4.技术合作开发说明：指申报的科技进展由多方共同合作开发完

成，请予以说明。 

5.其他证明：指能支持或者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贡献的其他相关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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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科技成果 

推荐承诺书 

 

    本单位已了解“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科技成果推荐

的相关评选范围、评选标准及推荐等要求，现推荐 2019 年度科技进

展。我们已如实填写“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科技进展有

关材料，并对本次推荐郑重承诺如下： 

 

1.推荐科技进展所涉及的内容和相关数据真实准确，无欺瞒和作

假行为。 

2.推荐科技进展的相关技术系合法使用，知识产权权属清晰，无

知识产权纠纷。 

3.推荐科技进展可以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本单位如果违反以上承诺，自愿退出本次“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

展（2019）”科技成果评选活动。 

 

推荐单位（盖章）： 

            （或）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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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及说明 得分情况（总分 100 分） 

（一）创新性、

引领性 

（40 分） 

在国际智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

域中取得新颖性或实质性的突破、

改进（20分） 

 

解决国际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难

点或行业热点问题的情况，与同类

研究相比所处水平（20 分） 

 

（二）应用性 

（20 分） 

实际应用情况（10分）  

在国际智能制造领域内有显著影

响力（10分） 

 

（三）经济与社

会效益 

（20 分） 

应用后实际取得的经济效益 

（10 分） 

 可综合评定

（总分20分） 

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

程度等社会效益（10分） 

 

（四）未来预期

（10 分） 

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

及未来可预测将取得的潜在效益

（10 分） 

 

知识产权情况

（10 分） 

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及采取

的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度及效果

（10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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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及说明 得分情况（总分 100 分） 

（一）创新性、

引领性 

（40 分） 

在中国智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域

中取得新颖性或实质性的突破、改进

（20 分） 

 

解决中国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难点

或行业热点问题的情况，与国内外同

类研究相比所处水平（20 分） 

 

（二）应用性

（20 分） 

实际应用情况（10 分）  

对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行业进步所

起的作用（10 分） 

 

（三）经济与社

会效益 

（20 分） 

应用后实际取得的经济效益（10分）  可综合评定 

（总分20分） 

对生态、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程度，

对行业（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

升的贡献程度等社会效益（10分） 

 

（四）未来预期

（10 分） 

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及

未来可预测将取得的潜在效益 

（10 分） 

  

知识产权情况

（10 分） 

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及采取的

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度及效果 

（10 分） 

  

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