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郑科〔2020〕34 号

关于同意组建 2020 年度郑州市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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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开发区、各区县（市）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做好全市科技研

发平台建设工作，提高我市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经依托单位申报、

评审考察、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组建“郑州市商用车自动化与

柔性化集成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96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郑州市焊接机器人仿真与检测重点实验室”等 56 家重点实

验室。望各依托单位对组建的科技研发平台加强建设与管理，积

极开展科技研发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



2020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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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0 年度郑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名单

2．2020 年度郑州市重点实验室组建名单



附件 1

2020 年度郑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名单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区县（市）

1
郑州市商用车自动化与柔性化集成应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管城区

2 郑州市Web应用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郑东新区

3 郑州市智慧照明管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新中飞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4 郑州市 IPv6安全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金盾信安检测评估中心有限

公司
郑东新区

5 郑州市全景视频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高新区

6
郑州市 PKG（封装基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郑州登电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登封市

7
郑州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检测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鼎信信息安全等级测评有

限公司
金水区

8
郑州市无线通信智能管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智云数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金水区

9 郑州市高低压配电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通源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郑州市多云管控服务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中原云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11
郑州市数据保全与代码安全分析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河南华正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水区

12
郑州市公益诉讼情报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金明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水区

13
郑州市装配式装修 BIM信息化应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河南建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金水区

14 郑州市电力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郑东新区

15
郑州市 5G 与新型网络信息侦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河南信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郑州市电力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郑东新区

17 郑州市物联网智慧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睿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郑州市高速公路信息综合管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河南东方世纪交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高新区

19 郑州市多维电子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迈锐德实业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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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区县（市）

20 郑州市物联网智能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卓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郑州市实景三维测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寰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高新区

22 郑州市分子筛合成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大学 高新区

23
郑州市预应力高强度栓接结构连接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中船重工海为郑州高科技有限公

司
高新区

24
郑州市矿山机械大型铸锻件成型制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煤机格林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街区

25
郑州市无人机自主飞行控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二七区

26 郑州市消防保障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经开区

27 郑州市废气治理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恒天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经开区

28
郑州市地热能综合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万江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29 郑州智能钢制箱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花都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七区

30 郑州市智慧停车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科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郑州市汽车饰件轻量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卓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
经开区

32 郑州市低温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上街区

33 郑州市智能焊接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越达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经开区

34 郑州市高能束焊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郑飞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二七区

35
郑州市智能物流装备与车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河南工业大学 高新区

36 郑州市特种移动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金阳电气有限公司 荥阳市

37
郑州市石英式动态汽车衡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郑州衡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38 郑州市工厂电气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西电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区

39 郑州市电梯管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虏克电梯有限公司 荥阳市

40 郑州市钢结构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经开区

41 郑州市盾构管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鸿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新郑市

42
郑州市粮油加工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郑州龙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3 郑州市清洁车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中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44 郑州市喷浆支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煤科院科明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高新区

45 郑州市离心泵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郑泵科技有限公司 荥阳市

46 郑州市混凝土搅拌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博源机械有限公司 中牟县

47 郑州市数控技术工程技术中心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郑东新区

48 郑州市隧道工程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新郑市

49 郑州市汽车注塑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巴士麦普科技有限公司 中牟县

— 4 —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区县（市）

50
郑州市装配式建筑与 BIM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河南工业大学 高新区

51 郑州市表面增材再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2
郑州市高精铝箔电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巩义市

53 郑州市卫生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 新郑市

54 郑州市医用增塑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天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郑市

55 郑州市陶粒支撑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市润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新密市

56
郑州市埋弧焊用烧结焊剂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郑州固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街区

57 郑州市铝挤压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恒美铝业有限公司 登封市

58 郑州市银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新密市

59
郑州市新型 V 法电熔耐火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郑州方信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密市

60 郑州市铝箔包装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爱恒铝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巩义市

61 郑州市钢包功能性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市科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新密市

62
郑州市炼铁高炉用耐火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巩义市宏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巩义市

63 郑州市高分子泡沫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正大泡沫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新郑市

64
郑州市无卤阻燃聚烯烃电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河南华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巩义市

65
郑州市冶金用熔铸耐火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河南省瑞泰科实业有限公司 新密市

66
郑州市钢包内衬耐火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巩义市兴嘉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巩义市

67 郑州市市政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金铨塑业有限公司 中牟县

68 郑州市新型陶瓷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蚂蚁新材料有限公司 登封市

69
郑州市循环流化床锅炉耐火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郑州荣盛窑炉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新密市

70 郑州市多功能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凯辉实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

71 郑州市钇锆固溶体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方铭高温陶瓷新材料有限公

司
新密市

72 郑州市湿巾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陆丰机械(郑州)有限公司 新密市

73 郑州市精细镁化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强宏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巩义市

74
郑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永正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

司
高新区

75
郑州市工业污染气体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省保时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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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区县（市）

76
郑州市智慧显示与声像应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郑州千百视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高新区

77 郑州市跨境电商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致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二七区

78
郑州市有机固废生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农业大学 金水区

79 郑州市马铃薯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二七区

80 郑州市高性能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 中牟县

81
郑州市水泥生产绿色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天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

82
郑州市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中化地质郑州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金水区

83
郑州市安全生产智慧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高新区

84 郑州市绿色生态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85
郑州市阻燃型 PVC-U 建筑用电工套管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瑞腾塑胶集团有限公司 新郑市

86 郑州市健康烘焙糕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市人人利食品有限公司 新郑市

87 郑州市建筑智能化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88
郑州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设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洁普智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89 郑州市微生物发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新仰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90
郑州市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巩义市相济装配构件有限公司 巩义市

91 郑州市城乡规划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

份有限公司
惠济区

92 郑州市清水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93 郑州市骨伤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经开区

94 郑州市传统中药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郑州市中医院 中原区

95
郑州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检测应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河南爱尔康科技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

96
郑州市感染性疾病分子诊断检测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郑州千麦贝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

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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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郑州市重点实验室组建名单

序号 重点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区县（市）

1 郑州市焊接机器人仿真与检测重点实验室 河南工程学院 新郑市

2 郑州市新型储能材料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河南工程学院 新郑市

3 郑州市储粮机器人重点实验室 河南工业大学 高新区

4 郑州市食品智能绿色包装重点实验室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郑东新区

5 郑州市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与系统重点实验室 河南农业大学 金水区

6 郑州市国土空间优化重点实验室 河南农业大学 金水区

7 郑州市兽医生物信息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
金水区

8 郑州市针灸推拿学重点实验室 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东新区

9 郑州市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认知疾病重点实验室 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东新区

10 郑州市代谢性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 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东新区

11 郑州市复杂系统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实验室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金水区

12 郑州市水电工程新材料与再制造重点实验室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金水区

13 郑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重点实验室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金水区

14 郑州市数字化临床技能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黄河科技学院 二七区

15 郑州市刑事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 铁道警察学院 金水区

16 郑州市智能优化与系统控制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 高新区

17
郑州市先进能源催化功能材料制备技术重点实

验室
郑州大学 高新区

18
郑州市生物资源开发应用与新药创制重点实验

室
郑州大学 高新区

19 郑州市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 高新区

20 郑州市运动功能康复重点实验室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新郑市

21
郑州市智能交通视频图像感知与识别重点实验

室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新郑市

22 郑州市数据归档与保全开发重点实验室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二七区

23 郑州市大气污染物计量重点实验室 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 高新区

24
郑州市智能工业机器人及集成应用技术重点实

验室
郑州科技学院 二七区

25 郑州市微弱信号检测与处理重点实验室 郑州轻工业大学 金水区

26 郑州市电力电气消防安全重点实验室 郑州轻工业大学 金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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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区县（市）

27 郑州市观赏药用特色资源植物重点实验室 郑州师范学院 惠济区

28 郑州市马铃薯甘薯新品种选育重点实验室 郑州师范学院 惠济区

29 郑州市特种功能纤维绿色制造重点实验室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

院
金水区

30 郑州市智慧场区管理调度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一三研究所
二七区

31 郑州市区块链与数据安全共享重点实验室 中原工学院 中原区

32 郑州市智能视觉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中原工学院 中原区

33 郑州市低维量子材料及器件重点实验室 中原工学院 中原区

34 郑州市非编码 RNA与肿瘤代谢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金水区

35 郑州市危重病医学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金水区

36 郑州市麻醉与脑功能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金水区

37 郑州市仿制药质量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金水区

38 郑州市病原微生物与细菌耐药监测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
金水区

39 郑州市疑难肿瘤病理精准诊断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肿瘤研究院 金水区

40
郑州市脊柱骨盆肿瘤数字化智能系统评估及手

术辅助工具设计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肿瘤医院 金水区

41 郑州市麻醉与认知功能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肿瘤医院 金水区

42 郑州市妇科恶性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金水区

43 郑州市发育障碍防控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金水区

44 郑州市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精准诊断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金水区

45 郑州市生育力保存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金水区

46 郑州市宫颈疾病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金水区

47 郑州市儿童恶性肿瘤精准诊疗重点实验室 郑州儿童医院 金水区

48 郑州市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郑州人民医院 金水区

49 郑州市肛肠病新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 管城区

50 郑州市高压氧医学重点实验室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七区

51 郑州市老年创面重点实验室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金水区

52 郑州市宫颈癌防治重点实验室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金水区

53
郑州市多囊卵巢综合征内分泌代谢与免疫重点

实验室
郑州市中心医院 中原区

54 郑州市骨坏死基础与临床重点实验室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经开区

55
郑州市心脏病超声诊断及发病机制研究重点实

验室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郑东新区

56 郑州市高效精密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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