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学

院

序号 奖种 项目或人选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公示链接

1 最高科技奖 曾庆存 大气物理研究所 http://www.iap.ac.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17.html

2 自然科学奖 多复变若干问题研究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http://www.amss.ac.cn/ggtz/201901/t20190103_5224548.html

3 自然科学奖 前寒武纪重大事件与成矿演化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http://www.igg.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1.html

4 自然科学奖 青藏高原圈层作用的动力演化和链式响应 青藏高原研究所 http://www.itpcas.ac.cn/q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03.html

5 自然科学奖 电子结构模型的数学基础与数值逼近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http://www.amss.cas.cn/ggtz/201901/t20190103_5224406.html

6 自然科学奖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检验基础物理的

CPT对称性
高能物理研究所 http://www.ihep.cas.cn/xwdt/tzgg/201812/t20181228_5221974.html  

7 自然科学奖 低维量子结构的物性调控及其原理性应用 物理研究所 http://www.iop.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17.html

8 自然科学奖 纳米反应器中的多相手性催化研究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http://www.dicp.cas.cn/xwdt/tzggs/201901/t20190103_5224477.html

9 自然科学奖
光致变色功能导向的材料结构设计和性能强

化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http://www.fjirsm.ac.cn/tzgg/ywgk/201901/t20190103_5224333.html

10 自然科学奖
光功能共轭聚合物设计合成及生物应用的基

础研究
化学研究所 http://www.ic.cas.cn/qt/tzgg/201901/t20190102_5224063.html

11 自然科学奖
粘附可控生物界面的纳米成像、表征与微结

构仿生研究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http://www.nanoctr.cn/tzgg2017/

12 自然科学奖 化学调控生物分子构象与功能的基础研究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http://www.ciac.ac.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0.html

13 自然科学奖 中国北方气候水文变化的树轮记录 地球环境研究所 http://www.ieecas.c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82.html

14 自然科学奖 地表要素的高精度曲面建模方法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http://www.igsnrr.cas.cn/xwzx/tzgg_1/201901/t20190102_5224062.html

15 自然科学奖 海底热液地质过程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研究 海洋研究所
http://www.qdio.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69.html

16 自然科学奖 重要昆虫类群起源及与脊椎动物的关系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http://www.nigpas.cas.cn/qtg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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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然科学奖
浅水湖泊生源要素多介质循环机制及其生态

效应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http://www.niglas.ac.cn/qt_3/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02.html 

18 自然科学奖
寒区冻土-生态耦合作用的冷生土壤过程与反

馈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http://www.imde.cas.cn/tzgg_2015/201901/t20190103_5224370.html

19 自然科学奖
多震相地球内部结构成像与震源参数反演理

论方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ttp://kyb.ustc.edu.cn/2019/0103/c6077a367336/page.htm

20 自然科学奖 复杂地质过程的激光微区同位素研究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http://www.igg.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1.html

21 自然科学奖 线粒体质量控制的分子机制研究 动物研究所 http://www.ioz.cas.cn/gb2018/xwd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35.html

22 自然科学奖
多细胞生物细胞自噬分子机制及与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关系
生物物理研究所 http://www.ibp.cas.cn/tzgg/2016tzgg_138203/201901/P020190102361645699621.pdf

23 自然科学奖
水分驱动的北方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维持与

调控机制
植物研究所 http://www.ibcas.ac.cn/gonggao/201901/t20190102_5224275.html

24 自然科学奖 白介素-17家族细胞因子的功能机制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http://www.sinh.cas.cn/xwgg/tzgg/201901/t20190102_5224262.html

25 自然科学奖
靑藏高原首次发现活化石植物——芒苞草科

的系统学研究
成都生物研究所 http://www.cib.ac.cn/xwdt/tzgg/tzgg/201812/t20181229_5222785.html

26 自然科学奖 实时和嵌入式系统形式设计 软件研究所 http://www.iscas.ac.cn/xwdt2016/tzgg2016/201901/t20190103_5224343.html

27 自然科学奖 基于时变脑网络分析的针刺机理研究 自动化研究所 http://www.ia.cas.cn/qtg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91.html

28 自然科学奖
复杂一维纳米结构的设计构筑和对有机污染

物拉曼光谱的增强效应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http://www.hf.cas.cn/lmjx/glbm/kyghc/kyc_kyghc/kyc_tzggz/201901/t20190103_5224511.html

29 自然科学奖
动力学新模式的发现及在塑性非晶合金材料

研发中的应用
物理研究所 http://www.iop.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14.html

30 自然科学奖
功能无机材料结晶物理化学及其应用基础研

究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http://www.ciac.ac.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0.html

31 自然科学奖
材料界面及表面微结构改性的仿生设计原理

及应用
力学研究所 http://www.imech.ac.cn/xwd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16.html

32 技术发明奖 新一代导航卫星关键技术及应用 上海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http://www.microsate.com/news.aspx?class=6&id=171

33 技术发明奖 大面积高精度衍射光栅刻划技术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

究所
http://www.ciomp.ac.c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77.html

34 技术发明奖 基于过程调控的泥石流防治关键技术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http://www.imde.cas.cn/tzgg_2015/201901/t20190103_5224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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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技术发明奖
秸秆原料全组分清洁炼制与转化发酵关键技

术与产业化应用
过程工程研究所 http://www.ipe.cas.cn/qtg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74.html

36 技术发明奖
稀硝酸高效循环利用技术及其在煤制乙二醇

中的应用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http://www.dicp.cas.cn/xwdt/tzggs/201901/t20190103_5224477.html

37 技术发明奖 粘性粉体流态化过程强化与放大技术 过程工程研究所 http://www.ipe.cas.cn/qtg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92.html

38 技术发明奖 移动高清视频编码适配关键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ttp://kyb.ustc.edu.cn/2019/0103/c6077a367336/page.htm

39 技术发明奖 “海翼”水下滑翔机关键技术与应用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http://www.sia.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2_5223497.html

40 技术发明奖 垃圾填埋场气液污染主动防控的关键技术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http://www.whrsm.cas.cn/xwzx/tzgg/201901/P020190103474572743311.pdf 

41 技术发明奖 专用项目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内部公示

42 技术发明奖 专用项目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
内部公示

43 技术发明奖 专用项目 声学研究所 内部公示

44 技术发明奖 专用项目 紫金山天文台 内部公示

45 技术发明奖 专用项目 微电子学研究所 内部公示

46 科技进步奖
全国生态系统十年变化（2000-2010年）调查

与评估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http://www.rcees.ac.cn/tz/tzgg/kjkfc/201901/t20190103_5224533.html

47 科技进步奖
全球海量空间信息更新关联与主动服务系统

关键技术及应用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http://www.igsnrr.cas.cn/xwzx/tzgg_1/201901/t20190102_5224062.html

48 科技进步奖
灵活性全球大气-海洋-陆地系统模式及其应

用
大气物理研究所 http://www.iap.ac.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86.html

49 科技进步奖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MUSER） 国家天文台 http://www.nao.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2_5224290.html

50 科技进步奖 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半导体研究所 http://www.semi.ac.cn/xwdt/kyjz/201901/t20190103_5224503.html

51 科技进步奖 子午工程建设成果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http://www.nssc.ac.cn/tzgg2015/tzgg_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05.html

52 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 分子识别电分析化学创新团队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http://www.ciac.ac.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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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科技进步奖 优质早熟鲜食葡萄系列新品种选育和应用 植物研究所 http://www.ibcas.ac.cn/gonggao/201901/t20190102_5224275.html

54 科技进步奖 东北黑土综合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http://iae.cas.cn/q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83.html

55 科技进步奖
黑土地旱田肥沃耕层构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http://www.iga.ac.cn/q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19.html

56 科技进步奖
东北东部山区森林保育与林下资源高效利用

技术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http://iae.cas.cn/q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83.html

57 科技进步奖 入侵害虫红脂大小蠹关键控制技术 动物研究所 http://www.ioz.cas.cn/gb2018/xwd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35.html

58 科技进步奖
海洋牧场生境优化和资源增殖技术创新与集

成应用
海洋研究所 http://www.qdio.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69.html

59 技术发明奖
中国近海中尺度海洋动力环境预报方法及其

应用
海洋研究所 http://www.qdio.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369.html

60 科技进步奖 深部资源电磁探测理论技术突破与应用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http://www.igg.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1.html

61 科技进步奖
海岸带重污染水体与沉积物水泥共治关键技

术及工程示范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http://www.yic.ac.c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60.html

62 科技进步奖
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发生机理与治理关键技术

研发及应用
地球化学研究所 http://www.gyig.ac.cn/sngg/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47.html

63 科技进步奖
三江源区生态系统监测评估和调控管理关键

技术及其应用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http://www.igsnrr.cas.cn/xwzx/tzgg_1/201901/t20190102_5224062.html

64 科技进步奖
内陆退化沼泽湿地近自然快速恢复关键技术

创新与应用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http://www.iga.ac.cn/q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19.html

65 科技进步奖
西北干旱区荒漠-绿洲过渡带恢复重建的生态

水文技术研发及应用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http://www.nieer.cas.cn/tzgg/yntz/201901/P020190103378439461265.pdf

66 科技进步奖
中国区域大气气溶胶卫星遥感关键技术与应

用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http://www.radi.cas.cn/gdx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8.html

67 科技进步奖
废弃物焚烧与钢铁冶炼二恶英污染控制技术

与对策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http://www.rcees.ac.cn/tz/tzgg/kjkfc/201901/t20190103_5224533.html

68 科技进步奖 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 水生生物研究所 http://www.ihb.cas.cn/qt/tzgg/201901/t20190103_5224501.html

69 科技进步奖 高性能聚乳酸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http://www.ciac.ac.cn/xwzx/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70.html

70 科技进步奖 高镁锂比盐湖提锂关键技术及应用 青海盐湖研究所 http://www.isl.cas.cn/qtgn/tzgg/201901/t20190102_5223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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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科技进步奖 以硅通孔为核心的三维系统集成技术及应用 微电子研究所 http://www.ime.ac.cn/zhxx/tzgg_143378/201901/t20190103_5224550.html

72 科技进步奖 电子政务大数据关键技术及纪检监察应用 计算技术研究所 http://www.ict.ac.cn/shye/tzgg/201901/P020190103396444173452.pdf

73 科技进步奖
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检测关键技术及应

用
软件研究所 http://www.iscas.ac.cn/xwdt2016/tzgg2016/201901/t20190103_5224343.html

74 科技进步奖
网络多媒体内容安全智能监测关键技术、系

统及装备
自动化研究所 http://www.ia.cas.cn/qtgn/tzgg/201901/t20190103_5224491.html

75 科技进步奖 专用项目 自动化研究所 内部公示

76 科技进步奖 专用项目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

究所
内部公示

77 科技进步奖 专用项目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内部公示

78 科技进步奖科普项目 《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 —— http://www.nao.cas.cn/xwzx/tzgg/201901/t20190102_5224290.html

79 科技进步奖科普项目 《图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http://kyb.ustc.edu.cn/2019/0103/c6077a367336/page.htm

80 科技进步奖科普项目 《图解时间》 —— http://www.ntsc.cas.cn/shye/tzgg/201901/t20190102_52242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