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度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高速高效长距离光纤传输系统技术创

新与规模应用 

北京邮电大学、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

司 

纪越峰、陈宇飞、张成良、陈雪、王会涛、张民、夏焱、

李俊杰、张杰、杨玉森、张琦、赵永利、王泰立、田慧

平、葛超 

一等奖 

2 
通信局（站）系统防雷接地理论创新

及技术突破与国内外应用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广

东分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深圳锦天乐防雷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刘吉克、林涌双、孔力、朱清峰、陈强、熊膺、 何金良、

张清泉、石丹、林成、林国勇、袁仟共、牛年增、祁征、

王志岗 

一等奖 

3 
超强抗弯光纤关键技术、制造工艺及

成套装备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李诗愈、王彦亮、罗文勇、史惠萍、戚卫、余志强、董

涛、伍淑坚、刘志坚、 蓝海、胡鹏、王冬香、严勇虎、

刘骋 

一等奖 

4 安全域名解析系统（DNS）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周鸿祎、齐向东、谭晓生、濮灿、江爱军、胡振勇、张

振宇、曲冰、石晓虹、李健、杨洪鹏、刘浩、李建华、

魏自立、肖鹏 

一等奖 

5 
移动通信服务精细化运营中大数据关

键技术及应用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新媒传信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新媒农

信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东信北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廖建新、高磊、徐童、孟艳青、王敬宇、李春雷、王晶、

王纯、李炜、张磊、王玉龙、朱晓民、张乐剑、沈奇威、

戚琦 

一等奖 

6 
基于分布式微结构光纤的多域复用传

感组网通信关键技术及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武汉光谷互连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德明、孙琪真、鲁平、李晓磊、刘海、夏历、张树强、

刘爽、钱银博、胡必春、杜军 
一等奖 

7 
新型 IP移动回传网技术体系构建、设

备研制及规模应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张忠平、王光全、黄河、孔力、曲延锋、陈永洲、刘晓

甲、唐雄燕、黄永亮、周晓霞、王常玲、王海军、裴小

燕、张贺、郑滟雷 

一等奖 

8 
复杂网络环境下服务安全提供方法及

关键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李凤华、马建峰、李晖、李兴华、朱辉、耿魁 一等奖 

9 
认知协同移动网络容量优化技术与应

用 
南京邮电大学、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朱洪波、朱伏生、 杨龙祥、朱琦、窦建武、 吕文俊、

曹自平、吴坚、赵夙、郭永安、柯雅珠、刘旭、周冲、

史莉荣、张晶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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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0 
下一代互联网过渡和运营技术创新与

规模商用实践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田竑、赵慧玲、毛东峰、解冲锋、包丛笑、王茜、邹洁、

李忠超、阎璐、盖刚 
二等奖 

11 公有云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及规模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戴忠、丁宏庆、孙少陵、文静、王盟、段翔、何鸿凌、

钱岭、李方毅、薛佟佟 
 二等奖 

12 
面向大数据的数据中心的集成创新和

应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陈沛、甘玉玺、雷婷、陈坚、罗天柱、李华、徐恪、张

永军、顾仁涛、叶郁文 
二等奖 

13 “宽带中国”战略研究及实施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余晓晖、张志华、陶青、马源、何伟、牟春波、张国颖、

杨然、敖立、董建军 
二等奖 

14 “伪基站”监测与追踪定位技术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张滨、赵刚、李文嘉、余慧、张晨、谭卫、黄伟湘、王

利民、韩露、何鹏 
二等奖 

15 
互联网流量安全管控平台研发与规模

应用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吴湘东、蔡康、董晓庄、冀晖、金华敏、唐宏、沈军、

罗志强、苏志胜、阎璐 
二等奖 

16 
高吞吐、高可用音视频处理卡研制与

工程化应用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黄澄清、包秀国、陈训逊、张勇东、袁庆升、张冬明、

张鸿、杜翠兰、任彦、舒敏 
二等奖 

17 
长距双活云资源池构建技术开发及应

用推广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研究院、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顾炯、吕鹏、雷葆华、蔡永顺、饶少阳、李光海、洪亮、

丁国军、张金漫、蒋雪昭 
二等奖 

18 
基于云化开放架构的智能视频服务系

统关键技术研究及现网应用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韩臻聪、冯明、王志宏、来勐、孙健、张坚平、孙静、

周杰、崔瑞琳、张琳姝 
二等奖 

19 
物联网多网融合、协同服务与安全保

障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南京邮电大学、江苏正融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理工大学 

徐佳、李千目、徐小龙、周作建、刘林峰、王建、侯君、

戚湧、张功萱、张宏 
二等奖 

20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感

知评估系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汪世昌、陈超、陈森、秦吉波、张小勇、钱莉莉、董玉

涛、吴化民、王磊、杨金素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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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语义分析和行为特征的新型垃圾

短信识别技术研究及方案验证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孙志光、张云勇、王翔、张尼、李正 三等奖 

22 移动网络端到端分析优化系统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魏凌云、李磊、石云、蔡剑峰、杨定义 三等奖 

23 
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技术升级和应
用示范试商用测试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张德华、聂秀英、赵锋、高巍、刘述 三等奖 

24 
FTTH测试及终端配置工具的技术创
新及应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肖金学、陈国忠、姜弘民、雷洪玉、杨春泽 三等奖 

25 
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战略研究及试

点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鲁春丛、何伟、孙克、辛勇飞、肖荣美 三等奖 

26 TD-SCDMA矿用无线通信调度系统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彭渝、王树立、郭庆、王安义、李勇 三等奖 

27 
我国互联网互联互通架构演进总体方

案及重大创新实践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王爱华、王安平、汤子健、马源、王洪岭 三等奖 

28 骨干互联网业务流量流向分析系统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 马重阳、王占宇、刘健、韦磊、何建兵 三等奖 

29 
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展规划与监管

制度设计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胡珊、何宝宏、魏亮、 高巍、 薛涛 三等奖 

30 警务云智能分析大数据应用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市公安局、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

公司 
杨震、李晓飞、韩光、蒋平、许勇 三等奖 

31 
中国联通移动网络评估诊断方法与体

系研究及其在本地网的应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孔力、温宁瑞、李沈庄、徐勇、王睿 三等奖 

32 手机游戏安全检测与自动分析系统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江苏分中心 俞宙、白学任、马旸、蔡冰、罗雅琼 三等奖 

33 
基于互联网用户行为的实时运营分析

和精准推荐引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黄晓庆、颜红燕、胡可云、梁晓波、赵耀红 三等奖 

34 
基于云计算架构的计费账务系统研究

和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万国光、易东溟、蔡加祺、沈尧、陶鸿飞 三等奖 

35 流量经营支撑体系的创新研究与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杨海康、袁芳、章高清、彭传金、石世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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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政企行业泛在融合移动定位平台研发

与应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

成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市东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王朝晖、钟致民、张玉良、杨广龙、孔勇平 三等奖 

37 
面向流量经营敏捷推荐的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

究院 
杨慧、陈刚、苏伟杰、张航友、李海聪 三等奖 

38 
通信局站与数据中心节能减排技术研

究及示范应用 
西安邮电大学、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 孙文波、张高记、胡平、陆立、彭程 三等奖 

39 中国联通沃云平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张云勇、陈赤航、房秉毅、李红五、王明会 三等奖 

40 
垃圾短彩信智能优化技术创新与应用

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鹏、杜雪涛、胡入祯、张晨、杜刚 三等奖 

41 大容量智能卡与终端产品研究开发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许海翔、张俊、严斌峰、郑雄、李笑郁 三等奖 

42 
基于互联网架构的新一代电信级 CRM

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陈文跃、程进、朱祥磊、田力、李世冲 三等奖 

43 
基于"短信综合特征"识别技术的垃圾
短信二次放通策略实践与应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郝琳、郭振江、王琳、涂年涛 三等奖 

44 互联网流量优化体系研究与创新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陈甦、黄卓华、邓菲、王智杰、郑建立 三等奖 

45 移动搜索的产业化模式研究 西安邮电大学 王忠民、范琳、贺炎、杨爽、吴海蓉 三等奖 

46 
移动互联网端到端客户感知体系的研

究与规模化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温乃粘、叶忠、黄昭文、杨辉宇、王峻 三等奖 

47 
构建基于 O2O模式的终端销售运营体

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庄国舟、陶晨、王顶、包建益、张莉 三等奖 

48 
针对 10086热线预约回呼功能的优化

保障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张永东、王平基、符珊、赵东明、孙憬超 三等奖 

49 
CDN技术与运营商网络管理深度耦合

的实践与应用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 高江、马重阳、白蒙、石镇宇、陈新 三等奖 

50 
电信运营商多网络的大数据综合汇聚

处理平台架构和应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研究院 
秦达、姚晓辉、沙光华、马毓敏、郭云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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