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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认定山东省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名单

序号 平台名称 申报单位

1 山东省血液净化工程实验室 威海威高血液净化制品有限公司

2 山东省量子磁与电磁工程实验室 山东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

3 山东省智能小家电工业大数据应用工程实验室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4 山东省农业装备智能化工程实验室 山东农业大学

5 山东省连续流高端化工装备与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 山东省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防治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立医院

7 山东省变压吸附硅胶新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辛化硅胶有限公司

8 山东省智能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大学

9 山东省配电自动化研究工程实验室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 山东省数字市政工程实验室 泰华智慧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山东省特色作物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12 山东省桥隧结构性能评估与耐久性提升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13 山东省骨生物力学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14 山东省牛仔服装个性化定制工程实验室 山东海思堡服装服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山东省高性能碳材料制备及应用工程实验室 青岛科技大学

16 山东省缓控释制剂生产在线质量控制研究工程实验室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17 山东省苹果遗传育种与栽培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18 山东省氟硅耐油特种橡胶材料工程实验室 威海新元化工有限公司

19 山东省海洋耐磨蚀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科技大学

20 山东省粉末冶金压缩机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格新精工有限公司

21 山东省健康体检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2 山东省设施蔬菜分子育种工程实验室 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23 山东省蛋白类药物工程实验室 鲁南新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4 山东省复合材料模具工程实验室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山东省新能源汽车电池及充电设施综合性能检测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26 山东省甾体激素中间体及原料药工程实验室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山东省硬质聚氨酯组合聚醚工程实验室 山东一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28 山东省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工程实验室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9 山东省安全环保植保产品绿色制备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山东省功能性玉米油工程实验室 山东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31 山东省洁净钢工艺开发工程实验室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2 山东省高端碘基助剂与绿色生产工程实验室 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

33 山东省轻工废弃物清洁能源化技术工程实验室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34 山东省矿山轴承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凯美瑞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35 山东省液压关键技术研究工程实验室 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36 山东省超高速电梯智能曳引系统工程实验室 山东富士制御电梯有限公司

37 山东省新技术制药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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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山东省肉鸡良种繁育及健康养殖工程实验室 烟台大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山东省核电站建造及检测工程实验室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40 山东省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与精准化用药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兽药质量检验所

41 山东省表面装备智能制造工程实验室 济南大学

42 山东省木本油料资源利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

43 山东省药物国际化工程实验室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44 山东省橡胶绿色循环应用工程实验室 新东岳集团有限公司

45 山东省白酒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景阳冈酒厂有限公司

46 山东省小分子原料药工程实验室 齐鲁安替（临邑）制药有限公司

47 山东省口腔生物材料与组织再生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口腔医院

48 山东省单细胞油脂工程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49 山东省电能质量工程实验室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山东省生物基新材料制备轮胎工程实验室 德州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51 山东省商用车悬架系统工程实验室 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2 山东省热泵节能工程实验室 山东科灵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3 山东省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实验室 中稀天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山东省物联网网关工程实验室 山东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 山东省泌尿系器官及其功能重建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立医院

56 山东省低品位锂矿石高效利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57 山东省弹力牛仔面料工程实验室 枣庄海扬王朝纺织有限公司

58 山东省高端汽车零部件精密冲压技术工程实验室 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9 山东省含氟烯烃工程实验室 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60 山东省地毯数码印花文化创意工程实验室 威海海马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61 山东省食品快速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理工大学

62 山东省石榴资源综合开发工程实验室 枣庄学院

63 山东省障碍性土壤养分资源调控工程实验室 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64 山东省畜禽生态养殖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实验室 泰安巴夫巴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5 山东省高分子复合材料智能制造工程实验室 山东通佳机械有限公司

66 山东省蔬菜种植装备智能化工程实验室 潍坊学院

67 山东省农业微生物工程实验室 山东常生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 山东省智能养殖与产业化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

69 山东省无机硅化物工程实验室 昌邑市龙港无机硅有限公司

70 山东省智能立体车库工程实验室 山东九路泊车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71 山东省高压断路器及组合电器工程实验室 山东泰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72 山东省稀土永磁电机工程实验室 山东欧瑞安电气有限公司

73 山东省组织细胞工程实验室 山东博森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4 山东省网络安全对抗关键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九州信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山东省小浆果综合开发利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黑尚莓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76 山东省智能仪表工程实验室 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

77 山东省软磁铁氧体材料工程实验室 日照亿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78 山东省基因检测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卫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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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山东省新能源汽车传导式车载充电机工程实验室 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80 山东省健康医疗大数据工程实验室 青岛大学

81 山东省特种高强度链条工程实验室 山东金恒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82 山东省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乾运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83 山东省蒽环类抗肿瘤微生物制药工程实验室 道中道（菏泽）制药有限公司

84 山东省深部冲击地压灾害评估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85 山东省胃肠道肿瘤机器人精准诊疗工程实验室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86 山东省植物油生物科技工程实验室 山东渤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87 山东省物联网信息技术工程实验室 曲阜师范大学

88 山东省低聚蛋白肽工程实验室 中食都庆（山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9 山东省多金属提取与固废资源化工程实验室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90 山东省耐盐植物功能食品工程实验室 东营广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 山东省装配式建筑智能装备工程实验室 德州海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92 山东省人体组织重建医学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隽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山东省智慧多能互补供能系统工程实验室 淄博博一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4 山东省酵母发酵及应用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圣琪生物有限公司

95 山东省高性能氟化碳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重山集团有限公司

96 山东省生物制剂研发工程实验室 枣庄市杰诺生物酶有限公司

97 山东省装配式建筑一体化建造技术工程实验室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8 山东省石化搅拌设备工程实验室 威海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99 山东省能源化工与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室 菏泽学院

100 山东省纺织新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1 山东省高性能阻燃复合新材料工程实验室 淄博大洋阻燃制品有限公司

102 山东省动物用生物制药工程实验室 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山东省水下无人探测技术工程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

104 山东省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工程实验室 潍坊医学院

105 山东省工业污水资源化工程实验室 欣格瑞（山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6 山东省煤矿智能开采工程实验室 山东能源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7 山东省高清洁油品研究工程实验室 东营华联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108 山东省高端地毯定制工程实验室 滨州东方地毯有限公司

109 山东省高频磁性材料元器件工程实验室 临沂市乐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0 山东省海藻活性功能开发与应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港源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11 山东省绿色制药工艺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12 山东省物流金融工程实验室 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限公司

113 山东省先进炭基材料应用开发工程实验室 山东欧铂新材料有限公司

114 山东省微生物医药发酵工程实验室 山东金洋药业有限公司

115 山东省环境修复材料研发工程实验室 山东鑫泰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6 山东省压力机自动化生产线及机器人应用工程实验室 荣成华东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117 山东省钢结构系统集成工程实验室 山东萌山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118 山东省精细化工清洁生产技术工程实验室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119 山东省单模光纤光缆工程实验室 宏安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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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山东省太阳能与热泵智慧采暖工程实验室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121 山东省换热器自动除垢系统工程实验室 山东鲁亮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122 山东省低功耗光电检测智能终端工程实验室 烟台大学

123 山东省对比剂工程实验室 山东威智百科药业有限公司

124 山东省药用水蛭工程实验室 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125 山东省功能性生物碱工程实验室 山东瑞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6 山东省电解铜箔制备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金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7 山东省保温装饰一体化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斯蒙特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128 山东省物联网智能计量仪表工程实验室 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129 山东省固废绿色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大学

130 山东省化学免疫药物工程实验室 山东希力药业有限公司

131 山东省功能性食品工程实验室 山东莺歌食品有限公司

132 山东省装配式建筑工程实验室 山东建筑大学

133 山东省流体密封工程实验室 东营海森密封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34 山东省生物医药酶催化工程实验室 山东格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5 山东省安全轮胎工程实验室 山东丰源轮胎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36 山东省薄膜太阳能及移动能源工程实验室 山东禹城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司

137 山东省陶瓷高铬耐磨材料工程实验室 莒州集团有限公司

138 山东省出口蔬菜品质管控工程实验室 山东青果食品有限公司

139 山东省石墨烯电子标签封装及系统集成工程实验室 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

140 山东省小容量注射剂药物及包装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141 山东省甘薯深加工技术工程实验室 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

142 山东省急危重症防治工程实验室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43 山东省高分子输注器具工程实验室 淄博侨森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44 山东省碳化硅纳米新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金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45 山东省海上风电工程实验室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146 山东省新发慢性感染性疾病防治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

147 山东省重质油深加工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148 山东省眼科诊疗药物工程实验室 山东绅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9 山东省聚合物添加剂工程实验室 山东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150 山东省微生物制剂工程实验室 山东劲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 山东省摩擦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菏泽德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2 山东省高端装备智能化液压系统工程实验室 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153 山东省高强韧轻质合金材料设计与制备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154 山东省舰船保障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55 山东省智能互联网集成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56 山东省高效低残留环保型农药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7 山东省高性能酚醛树脂及复合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8 山东省筒纱智能包装物流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赛特环球机械（青岛）有限公司

159 山东省轨道交通智慧建造与运维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60 山东省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易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

161 山东省榛果功能营养研究开发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华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162 山东省云脑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3 山东省化工废物资源化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4 山东省多尺度轮胎全生命周期工程研究中心 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165 山东省海藻生物肥料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166 山东省高速无菌纸盒灌装机械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碧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67 山东省地质环境生态修复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168 山东省高端矿用装备智能制造工程研究中心 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

169 山东省固态发酵食品智能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70 山东省智能高效收获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金大丰机械有限公司

171 山东省海洋食品精深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工程研究中心 蓬莱京鲁渔业有限公司

172 山东省盾构法隧道施工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中铁十四局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173 山东省海洋食品生物制造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海洋大学

174 山东省铁基非晶材料及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5 山东省中德智慧工厂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齐鲁理工学院

176 山东省余热利用节能除尘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77 山东省发光二极管智能照明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佛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178 山东省粮油精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玉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79 山东省新型自动调心离合器轴承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朝阳轴承有限公司

180 山东省特种陶瓷工程研究中心 潍坊华美精细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181 山东省射箭体育器材工程研究中心 乐陵市友谊体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82 山东省基坑与边坡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183 山东省电力物联网通信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4 山东省双卡压薄壁不锈钢精密管材管件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金力特管业有限公司

185 山东省杜仲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贝隆杜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86 山东省高性能绿色轮胎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

187 山东省硅烷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硅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188 山东省智慧灌溉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锋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89 山东省耐磨铸造合金工程研究中心 济宁安泰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90 山东省超轻量包装纸板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191 山东省渤海黑牛新品种良种选育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无棣华兴渤海黑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92 山东省节能减排汽油机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华盛中天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3 山东省海洋工程电缆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194 山东省智慧能源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195 山东省数码印花工程研究中心 鲁丰织染有限公司

196 山东省电接插元件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龙立电子有限公司

197 山东省酰胺类农药研发工程研究中心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8 山东省设施园艺工程研究中心 潍坊科技学院

199 山东省精准医学工程研究中心 银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0 山东省多组分功能性纤维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雪达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