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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编 号
一等奖（5项）
2020-JSCX-079

2020-JSCX-075

2020-JSCX-027

2020-JSCX-026

2020-JSCX-185

二等奖（13项）
2020-JSCX-083

2020-JSCX-077

2020-JSCX-199
2020-JSCX-063
2020-JSCX-182
2020-JSCX-050
2020-JSCX-013
2020-JSCX-211
2020-JSCX-148
2020-JSCX-149
2020-JSCX-116
2020-JSCX-216
2020-JSCX-192

三等奖（22项）
2020-JSCX-109
2020-JSCX-132
2020-JSCX-100

2020-JSCX-080
2020-JSCX-096
2020-JSCX-123
2020-JSCX-227
2020-JSCX-012
2020-JSCX-068
2020-JSCX-172
2020-JSCX-142
2020-JSCX-032
2020-JSCX-089
2020-JSCX-156
2020-JSCX-066
2020-JSCX-226
2020-JSCX-223
2020-JSCX-164
2020-JSCX-147
2020-JSCX-020
2020-JSCX-047
2020-JSCX-212

项 目 名 称

上汽荣威Ei5纯电动互联网休旅车

泛亚OTA体系及智能以太网网关平台的自主开发

智能制动系统的产业化开发

整车声学NVH数字化研发平台及其开发应用

华域汽车77GHz前向AEB毫米波雷达 （LRR20)自主研发及产业化

名爵HS高性能运动SUV开发项目

TS11无级变速自动变速箱开发项目

多动力构型中级车模块化架构技术及G50车型开发
整车电控系统产品线工程开发平台的构建与拓展应用
基于中国国情的车辆功能安全可控性开发及评测体系
小型乘用车模块化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纯电动卡车动力系统平台化架构开发
全新一代 （新能源） 汽车前照灯模组平台自主开发
新一代自动变速箱控制器平台开发
7075铝合金热成形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双电机两挡高性能智能纯电驱动系统
面向L3+级智能驾驶系统的仿真测试平台及评价体系开发
面向混合动力的高压燃油系统平台化开发及油气排放控制策略

动力总成及空调系统热管理仿真技术及应用
整车电源与信号分配系统平台化自主开发与应用
新一代智能化大型七座豪华旗舰SUV

Engine-in-Loop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DCT250 TCU自主开发
支持海内外多区域的智联车载通信终端自主研发
上汽集团投资评价管理平台
整车车内空气质量提升
支持多种电气架构的DPS工程编程系统
基于UFM理念的悬架结构件系统设计开发体系
动力总成智能化精密装配与质量监控应用
基于风险管理的汽车供应链协同制造平台的研究与应用
全局风险协同控制的整车风噪技术开发及应用
高柔性内置式乘用车车身总拼核心装备技术与应用
全新一代依维柯模块化架构平台集成及系列车型自主开发
基于深度学习和全局最优化技术的物流供应链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赛可出行AI派单系统
上汽通用汽车SGM358电动转向机开发
满足国六的汽油缸内直喷发动机控制器平台MED17.8.10.1开发
上汽通用FGN17S021发电机开发
准双曲面齿轮制造工艺开发
PHA2000汽车座椅电动高调机构创新设计与平台开发

完 成 单 位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
分公司，上海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擎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联创
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
分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
分公司，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上海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瞻技术研究部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
分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赛可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赛可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法雷奥汽车电器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延锋安道拓座椅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 员

辛兢泽，吴海平，周定贤，陆保霞，王志搏，郑勇军，杨勇，蔡进军，凡超，陆娟，张云波，李超杰，梁永，
李先杰，朱德康
刘军，顾晓莉，阮小光，孙旺，严娟，王淼，徐宇峰，刘欣，倪戎超，朱文涛，蒋绍宗，张宇锋，吴军，裴锦，
梁忠东
芦勇，刘飞，周中坚，方恩，程振东，陈晶杰，徐松云，李荣庆，张兴龙，宫海彬，董明哲，桂彦，刘宏慈，
李若飞，杨勇超
马扎根，曹诚，杨怡，胡冬枚，高超，杨飞，费标求，刘先锋，严小俊，姚庆军，朱婉玲，赵要珍，张孟浩，孙赫，
陈曦
马振刚，石磊，徐怡秋，房旭龙，徐飞，郑轶俊，任重，周鹏飞，朱同宇，张顺杰，胡益汀，何媚，王迅佳，
蔡怀玉，王俊毅

姜骏，吴强，杨秋明，卢倩倩，邵景峰，李丽，潘阳芬，颜双，许跃进，余闯

仇杰，方伟荣，雷太奇，孙贤安，孙光辉，何晶，程晓军，范文波，张玉文，张德明

李应军，朱敏杰，张伟，侯欣，赵玲，杨斐斐，袁卫平，马玉武，杨奇松，姚佳君
方健，刘敏，童菲，李吉宗，曾良才，刘莹，李彦鹏，沈祥明，马浩，张文学
童菲，尚世亮，崔海峰，童洪剑，谢骋，沈建东，方健，钟毅，杨春伟，李珍珍
宋建新，黄宗斌，彭杨，方星，李家烽，匡小军，谢贵山，郑家节，韦勇，吕俊成
缪红燕，钟国华，王雪翠，倪成虎，吕正杰，于海燕，张原强，杨凯，蒋龙，叶奇云
仇智平，邱国华，陆剑清，祝贺，李辉，张大攀，刘倩，李志兵，张华，甘志常
王振锁，刘斌彬，朱韬，杨庆，历宝录，王宇明，侯贤士，黄腾云，范杰，刘照亮
毛晴伟，马治军，祁岩，吉东升，卫原平，岑根生，梁杰
葛海龙，孙俊，王健，顾铮珉，李锐，姜德艳，郑闽皖，杨亚娟，刘敏，田凯文
张程，项党，张钊，梁伟铭，张嵩，王震，罗悦齐，汪元景，马立印，谢忠开
沈建东，齐钢，胡结兵，宋立廷，马智勇，张伟，赵向东，李博，钟建伟，丁伟文

陈明，徐政，张小矛，郭凯，邬文睿，邢小伟，潘世艳
张海涛，朱德康，石朱峰，崔小毛，冯香枝，权高亮，陈文珺
林相玉，周宇，周凌云，陈思，谢金金，李达，照日格图

徐政，苗学刚，殷海庭，龚祯，王栋，程传辉，耿志坚
仇杰，焦伟，冯巍，贺军，王保义，王昌，孙宇航
杨磊，胡锫，王万荣，王辉，寇毅，郭方强，黄丰标
施家影，杨慧，季艺，钱瑾，朱俊华
陈虹，刘树文，黄小翰，汤品一，王翔，张晓春，邱剑杰
杜颖蓓，倪明，黄新华，崔凌云，张健，张原野，瞿敏
王云柏，陈璟，沈建东，杨锁望，程瑞，刘一夫，汪振兴
徐啸顺，高航，林立，任建，沈鸿，彭于华，赵子逸
黄训，胡健斌，杨燕文，罗颖洹，蒋智焱，王因杰，冯琳
黄元毅，徐铁，侯兆平，王田修，付年，李小梅，李书阳
刘国斌，周江奇，董学羽，雷志华，代巍，杨旭磊，龚晶晶
邹小俊，张汤赟，吴旭静，康毅，宋伟，白红，杨情操
杨建成，范峰，顾懿麟，卜丽，李友，郑仁，丁文博
韩晗，黄阳捡，罗爽
冯章杰，申重阳，罗婷，杨洪福，车江鸽，顾云青，吴静奇
刘宁，李乐，习纲，苏建业，杨静，施思明，严平锋
徐磊，王荣，张宏达，陈为民，石双鹏
尹献杰，洪建强，周晓冬，顾华刚，张少春，赵卓佳，付志强
孙培晶，叶城，唐臻毅，常健，黎其俊，庄伟清，薛龙海

2020年度上汽技术创新奖推荐获奖项目公示

2020年度上汽技术创新奖推荐获奖项目

“2020年度上汽技术创新奖”已结束评审工作，推荐获奖项目现予公示：

1、公示期为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一周内。

2、凡在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者，请将意见以书面形式寄达联系人。单位提出的异议要有单位公章和联系人，个人提出的异议要写明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联系人：王佳妮 上海市威海路489号上汽大厦2104室 TEL：2201164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O年五月十七日

项 目 编 号
发明专利一等奖（1项）

2020-ZL-031

发明专利二等奖（2项）
2020-ZL-015
2020-ZL-042

发明专利三等奖（5项）
2020-ZL-005
2020-ZL-030
2020-ZL-034
2020-ZL-054
2020-ZL-020

外观设计专利奖（2项）
2020-ZL-067
2020-ZL-058

著 作 权 号
一等奖（1项）
软著登字第2354546号

二等奖（11项）
软著登字第3576349号
软著登字第4419568号
软著登字第4422939号
软著登字第3778904号
软著登字第3102795号
软著登字第4509472号
软著登字第3246424号
软著登字第4420164号

软著登字第4426573号
软著登字第3456247号
软著登字第4237746号

三等奖（13项）
软著登字第2276760号
软著登字第3358082号
软著登字第4370987号
软著登字第2954756号
软著登字第3232799号
软著登字第2280804号
软著登字第3368324号
软著登字第4476708号
软著登字第2414219号
软著登字第3119031号
软著登字第3192608号
软著登字第3417506号
软著登字第3392170号
软著登字第1091977号
软著登字第3560320号
软著登字第4387635号
软著登字第3200434号
软著登字第3200039号

专 利 名 称

电力电子转换器副边功率电路一体式铜排

混合动力汽车及其冷却系统
车用涡轮增压发动机总成

数据控制模型零件的制造方法
一种新型四向头枕
一种LED光源车灯模组
用于热烫印格栅表面罩光清漆的底漆
汽车空调鼓风机的控制电路

MPV车整车
汽车（运动型）

软 件 名 称

荣威ERX5纯电动汽车驱动电机控制应用层软件V1

无级变速器控制单元应用软件
物流智能仿真推演系统
泛亚试车场服务平台系统软件（PGSP）
上汽财务汽车金融微服务平台 EFS1
帆一尚行iGear AI工作平台软件V1
智能化风控系统
延锋伟世通D077&C105音响和仪表双联屏控制软件V1
上汽乘用车供应链开放服务平台

汽车服务管理系统
博世华域智能驾驶（最后一公里）EPS软件V1
车身结构自动化建模系统[简称：CSAM]V1

标准法规结构化符合性分析平台
泛亚玻纤增强塑料各向异性性能分析软件V1
泛亚汽车售后工程开发数字化平台
上汽荣威手机APP软件

基于LabVIEW的电动四门开闭耐久控制系统V1
重量分析及仿真系统
六西格玛设计项目管理系统
中海庭OpenDRIVE数据转换软件V1.4
基于MATLAB的软件和自动化测试工具链开发

UAES高端U-chip L9788驱动软件
车享家O2O一体化运营管理软件[简称：HOMES]V1
试验样车管理系统
汽车行业首家“商乘并举”的创新生态车主APP

专 利 号

ZL201410328942.2

ZL201510954950.2
ZL201410690398.6

ZL201710656048.1
ZL201410243567.1
ZL201610679925.2
ZL201610226926.1
ZL201410857161.2

ZL201830075324.0
ZL201730468993.X

著 作 权 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赛可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帆一尚行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赛可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电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赢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赛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专 利 权 人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
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主 要 设 计 人 员

王东萃，武四辈，朱军，姚慧敏，陆建国，潘景鹏，王鹏，张霄霄，王健，张维一，窦希江

仇杰，孙贤安，张德明，易飞，张涛，张喀，王小军，孙铎，刘尊鹏，刘耀锋，李珍珍，王琳，王潇，项俊男，徐瑰奇
杨建成，李友，张业，袁彪，徐冠奇，黄岩，骆自超，陈昊，郑仁，丁文博，吴远皓，张伟，刘鹏，周建州，赵九花
蔺博军，蒋绍宗，童严杰，王学峰，陈凌，汪国君，陈冲，郭菲菲
赵原，张浩菲，俞杭，刘博，林浩然，杨睿，罗漫漫，曹俊杰
谭黎明，任如意，康茂银，姚丽娟，张斌，徐崇亚，管虎，盛雷
王文博，李洪宇，焦国源，刘锁，傅晓烨，李金峰，邓井星
张健，张勇，周建忠，宋益青，洪晨义，刘宁，陈伟峰，曹文平，陈元珩，侍晓丽，巢锋，于纪雷，湛澄
张亮，樊勇，杨敏，陈峻，冯子扬，马砚，杨秀锋，林榕捷，宗华，盛萍，葛培雯，高勇，严海峰，吴杰，朱羿乂，
王晓雁，曾鸽
魏锴，林乐刚，刘忆非，周运超，彭发瑞，张煜钦，李仁忠，马人杰，高军军，刘琪
廖新深，向文明，刘鹏，李伟，何子慧，朱博，洪信炜，梁嫣楚
沈卫东，乔淑平，吴峻岭，连志斌，张继游，李昌龙，白琳琳，徐圣，陆宇熠，黄焕军，边楠，徐海军

余堰虎，芮鸿迪，孙星，刘慧娟，张丽，宋伟，杨思宇，许玉婷，王康，陈正帅，范晔，于淼
沈建东，齐刚，陈汉军，黄庆，杨挺，冯祖军，尹芝峰，丁春伟
杜颖蓓，赵海明，方裕固，傅招国，肖凤琳，李响，陈欣麟，陆敏英
张亮，郭洁，胡俊，倪雪蕾，庄梦桥，吴畏，严嘉乐，曾哲晨，张光财，祝凌云，詹尉杰，陈汝佳，严方，冯纯，凌玲，陈胜

姜骏，姚烈，顾宇庆，王焱青，周俊，夏连，于瑞贺，吴敏皓，邱君诚，徐佳惠，谈小龙
袁慧，杨琼，于慧娟，李憬，姜晓亚，曾凡，康华平，康飞，童荣辉，段伟
王强，蔺博军，王璟，邓凯，章敏，蒋绍宗，汪先扬，胡健，薛红梅
姜子奇，叶文，王璇，覃飞杨，杨迪，朱军，严小坚，陈飞鸿
唐莹，董曹妍，周逸然，田维伟，丁健，邹涛，高晶，吕俊磊，宋勇道

彭琴，朱振超
何飞翔，何超，李海霞，张亮，曾伟
覃雄臻，陈立明，李淑英，黄仁昌，宋丽丽，韦斌泉
倪峻，张晏俊，管伟翔，黄玉龙，陶存秀，梁书瑞，黄映凤，郭瑞楠，杨媛媛，王丽雪，陈锋，黄珉杰，陆一峰，丁庆乐，何
楠，高晶晶，熊睿，陈艳卿，蒋晓丹，顾旭阳，李欣，王芳，汪如意，刘永吉，杨阳，苗永青，沙文嘉，林媛媛，严舰，徐蔚，
王永珍，钱英姿，顾逸君

2020年度上汽专利奖、软件奖推荐获奖项目公示

2020年度上汽专利奖推荐获奖项目

“2020年度上汽专利奖”已结束评审工作，推荐获奖项目现予公示：

1、公示期为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一周内。

2、凡在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者，请将意见以书面形式寄达联系人。单位提出的异议要有单位公章和联系人，个人提出的异议要写明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联系人：梅华峰 上海市威海路489号上汽大厦2103室 TEL：22011225（上汽专利奖）

耿佳蓉 上海市威海路489号上汽大厦1904室 TEL：22011676（上汽软件奖）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O年五月十七日

2020年度上汽软件奖获奖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