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优秀工程奖（8项）

序号 获奖年代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备 注

1 2010 银 北京市基础地理空间框架基准体系廸设

杨伯钢、张凤录、陈品祥、王 磊、刘英杰、

陈 倬、侯庆明、程 祥、段红志、朱照荣、

陈廷武、张 学、臧 伟、吴 斌、王 攀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银奖

2 2008 铜 城市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系统项目
杨伯钢、龙家恒、王 磊、刘志祥、隋志堃、

马 利、孟志义、孔令彦、全明玉、汪正祥
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铜奖

3 2008 银
北京城市系列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测绘工程项

目

杨伯钢、陈 倬、晁春浩、马 利、李兆平、

孟志义、闫彦江、马千里、陈品祥、王 磊、

曾敬文、关镇青、袁燕岩、罗晓燕、冯学兵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银奖

4 2002 银 北京市规划市区 GPS 控制网的廸立

洪立波、王学军、孟庆遇、赵全胜、晁春浩、

齐永良、朱照荣、张凤录、程 祥、马千里、张

学、李久林

全国第八届优秀工程勘察奖

5 2000 铜 北京市平原地区高程控制网测量工程 第三测绘分院 国家第丂届优秀工程勘察奖

6 1995 铜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工程测量 第五测绘大队 国家工程廸设质量奖

7 1994 银 西厢工程 第五测绘大队 国家工程廸设质量奖

8 1990 银 京石公路永定河大桥工程 第五测绘大队 国家工程廸设质量奖



部级优秀工程奖（108 项）

序号 获奖年代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备 注

1. 2017 金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建库与信

息化建设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王淼,张伟松,关丽,刘博文,刘清丽,

黄迎春,陈思,丁燕杰,王凯松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奖

2. 2017 金奖
海淀区城市管理基础数据建设及更新维护

项目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隋志堃,崔顺爱,唐晓旭,赵 琦,杜

东,龙家恒,刘志祥,刘英杰,王 磊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奖

3. 2017 金奖
北京市地下管线基础信息普查及信息化建

设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宣兆新,顾 娟,李金刚,张劲松,刘英

杰,张凤录,刘志祥,龙家恒,马 宁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奖

4. 2017 银奖 数字亦庄地理空间平台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陈品祥,顾娟,王 婧,乔文昊,侯 洁, 田圣

杰,陈 思,冯学兵,刘清丽,韩璐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奖

5. 2017 铜奖
基于机载LiDAR北京市平原区数字高程模

型制作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侯庆明,杨伯钢,祝晓坤,刘博文,龚 芸,李

兵,陈 艳,张海涛,王 攀,王淼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奖

6.

2017

一等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内业采集与外

业调查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杨伯钢 2．王丹 3．刘博文 4．王淼

5．刘英杰 6．任小强 7．刘清丽 8．董仲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工程测量）



奎 9．张立华 10．李海明 11．刘宁

12．唐顺均 13．马宁 14．张祥 15．杨旭

东

7.

2017

一等奖 北京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系统（一期）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温宗勇 2．陈品祥 3．蔡磊 4．吴飞

5．张宏年 6．董明 7．邢晓娟 8．甄一男

9．杨川石 10．臧伟 11．姜青香 12．刘

宁 13．陈廷武 14．崔磊 15．付鑫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工程测量）

8.

2017

二等奖 北京环球度假区测绘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 2．马金荣 3．易致礼 4．秘桐

5．金鹏 6．厉瑞斌 7．孙彦君 8．张骏

9．李晓艳 10．任为 11．顾帅 12．张祥

13．郭毅轩 14．王超 15．陆洪波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工程测量）

9.

2017

一等奖 智慧园区时空信息服务平台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城市空间信息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1. 温宗勇 2. 陈品祥 3. 李扬 4. 郑国江 5.

冯学兵 6.关丽 7. 乔文昊 8. 罗梦佳 9.韩璐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软件）

10.

2017

三等奖 BISM StreetMap街景平台研发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城市空间信息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1. 杨伯钢 2. 郑国江 3. 韩友美 4. 冯学兵 5.

乔文昊 6.曾庆丰 7. 刘增良 8. 董承玮 9. 韩

雪松 10. 韩璐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软件）

11.

2017

三等奖 北京市城乡规划实施评估支撑系统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城市空间信息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1. 陈品祥 2. 任超 3. 白晓辉 4. 谭鲁渊 5.

陈思 6. 王红 7. 李扬 8. 郑国江 9. 冯学兵

10. 乔文昊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软件）



12.

2017

三等奖 地下管线信息采集处理系列软件开发

1. 杨伯钢 2. 刘军 3. 田文革 4. 钱林 5. 孟

志义 6. 齐永良 7. 霍满军 8. 李金刚 9.高超

10. 王永国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软件）

13.

2017

三等奖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DB11/T316-2015）

1、杨伯钢；2、王磊；3、李金刚；4、

易致礼；5、陶迎春；6、龙家恒；7、齐

永良；8、邹积亭；9、张自立；10、郭

忠志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 综合奖（标准）

14.

2017

二等奖
北京市轨道交通平谷线（22号线）1：500

市政综合管线条图测绘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 2.刘英杰 3.段红志 4.王星杰 5.刘

艺 6.白建军 7.曾艳艳 8.吕水 9.张巾卓 10.

刘韶军

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程和产

品奖

15.

2017

二等奖 新机场控制网测绘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 2.吴军 3.段红志 4.谢孔振 5.刘

艺 6.王天明 7.陈洪亮 8.杨震 9.高孝

广 10.季昊

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程和产

品奖

16.

2017

白金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项目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杨伯钢 刘博文 王 淼 李 毅 马 宁 张

晓峰 唐顺均 王广亮 赵 琦 赵 东 任小

强 周 亦 厉瑞斌 周 庆 王 焱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7-03-01-01

17.

2017

银奖
北京市西城区房屋普查与综合管理平台建

设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九州宏图技术有限公司

杨伯钢 陈品祥 唐晓旭 闫 宁 龙家恒

赵 琦 赵庆亮 李 鑫 郑 源 呼文利 骆

川 王普乐 刘 洋 孔令满 贾玉霞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7-03-02-43



18.

2017

银奖 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测绘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齐永良 刘 军 申瑞波 赵永常 霍满军

李海鹏 刘 佳 程剑刚 王永国 王 磊 李

晓亮 周 荣 董 博 肖 琳 郭 瑞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7-03-02-122

19.

2017

铜奖 延庆冬奥会赛区1:500地形图测绘项目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杨伯钢 李英成 侯庆明 李 兵 祝晓坤

任亚锋 刘英杰 杨江江 蔺志永 张海涛

李和军 丁晓波 陈 艳 周 庆 吕 扬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7-03-03-53

20.

2017

铜奖 北京行政副中心道路绿化提升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吴 军 段红志 谢孔振刘 艺 陈运飞 白建

军 唐顺均赵健民 曹永东郑 越 高孝广

冯 冲 张君亮李 穆 张立娜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7-03-03-118

21.

2017

铜奖 T3A、T3B房产测绘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 吴 军 段红志 刘 艺 谢孔振 唐

顺均 白建军 吕 水 王天明 陈运飞 高

孝广 王士福 张桦楠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7-03-03-226

22.

2016 一等奖

北京市平谷区基础地形图测绘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 2.刘英杰 3.晁春浩 4.宣兆

新 5. 陈积旭 6. 安智明 7. 孟志义 8.

侯庆明9. 马金荣 10. 吴军 11.马宁 12.赵

健民 13.王焱 14.张劲松 15.李敏

2016年度卫星导航定位

科学技术奖-卫星导航定位优

秀工程和产品奖

2016-02-01-01

2016年9月

23.

2016 二等奖

北京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东延测绘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2.贾光军、 3.刘英杰、 4.

谢孔振、5.王星杰、

6.刘艺、 7. 唐顺均、8. 高孝广、9.

冯冲、 10.季昊、

11.杨震、 12.郑越、 13.高晓静、

14.王丽园

2016年度卫星导航定位

科学技术奖-卫星导航定位优

秀工程和产品奖

2016-02-02-03

2016年9月



24.

2016 金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甲方)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乙方)

杨伯钢、刘博文、王 淼、王金坡、李节

严、李 毅、李 森、田圣杰、龚 芸、

张京川

201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25.

2016 金奖 北京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系统（一期）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甲方)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乙方)

温宗勇、王飞、任超、陈品祥、蔡磊、吴

飞、张宏年、姜青香、谭鲁渊、潘建刚

201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26.

2016 银奖 北京市西城区房屋普查与综合管理平台

建设

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甲方)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乙方)

杨伯钢、陈品祥、唐晓旭、闫宁、赵庆

亮、李鑫、任海英、郑源、龙家恒、赵琦

201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27.

2016 银奖 海淀区公共租赁住房实时配租系统建设 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甲方)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乙方)

陈品祥、王越熙、郑源、唐建智、张培、

陈啸林、高光、刘霞、裴莲莲、胡梦頔

201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28.

2016 铜奖 朝阳区行政区划地域信息管理系统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甲方)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乙方)

蔡磊、刘永轩、张宏年、吴飞、黄晓欣、

薛凌云、王雪、钟兴、于冬梅、韩鹏

201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29. 2016 白金奖
昌平区制止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信息平台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陈品祥 冯学兵 曾庆丰 苏怀洪 曾

敬文 刘光 张茜 顾娟 刘红霞 宣兆新

李慧力 宫岩 韩雪松 吕贝嘉 高冲

2016年全国优秀测绘

工程奖

2016-03-01-04

30. 2016 铜奖
北京市大兴区综合管线普查系列

图集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大兴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杨伯刚 高振华 张宏年 侯海鸥

王星杰 吴飞 杨川石 李燕东 柴冀红

2016年优秀地图作品

裴秀

2016-02-03-19



刘梅 韩璐羽 孙文明 龚渤 姜青香

王庆

31. 2016 一等奖
智慧园区时空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温宗勇、陈品祥、李扬、郑国江、冯

学兵、关 丽、乔文昊、赵杰鹏、罗梦

佳、韩 璐

2015年度全国优秀城乡

规划设计奖（城市勘测类）

（2016年10月）

32. 2015 金奖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空间数据采集

生产及建库
杨伯钢 刘志祥 刘清丽 白国营 任海英

闫宁 王淼 李毅 张伟松 夏强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

工程奖

33. 2015 金奖

数字房山地理空间框架
陈品祥 董承玮 冯学兵 白晓辉 顾娟 韩

璐 郑国江 张京川 王璐 张劲松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

工程奖

34. 2015 铜奖

北京市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信

息平台
陈品祥 赵奕 冯学兵 郝萱 曾庆丰 苏怀

洪 曾敬文 刘鹏 张茜 刘海静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

工程奖

35. 2015 铜奖

北京市邮政行业基础信息管理系统
陈品祥 白晓辉 靳兵 黄立群 崔磊 董承

玮 韩爱华 王文太 王红 李斌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

工程奖

36. 2015 铜奖

北京市基于正射遥感影像的 “以图管

地”应用项目
武瑞芳 黎维军 刘昱君 杜毅 来玉梅 原

丽杰 宣兆新 陈艳 左琛 王龙飞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

工程奖



37. 2015 银奖

西站地区市政管线测绘工程

孟志义 吴恭山 田文革 钱 林 申

瑞波 魏德清 赵永常 周 荣 霍满

军 潘 峰 郭 瑞 金建立 蔡效邕

宋照清 王 磊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38. 2015 银奖

北京市轨道交通新机场线测绘工程

杨伯钢 段红志 刘 艺 唐顺均 孙

宝军 曹永东 高孝广 王天明 冯

冲 季 昊 郑 越 许永强 杨 震

高晓静 张君亮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39.
2015 二等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基础系列软件

杨伯钢、刘博文、张伟松、马福光、王

淼、唐建智、夏强、任为、田文伟、边

雪荣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奖（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软

件）

40.
2015 一等奖

通州新城1:500基础地形图航测工程

杨伯钢、王磊、晁春浩、李敏、宣兆

新、安智明、陈艳、马金荣、孟志义、

马利、訾景龙、陈积旭、刘艺、陈秋

伟、李和军

北京市第十五届优秀工

程勘察奖

41. 2015 三等奖

北京市轨道交通地铁12号线及17号线

测绘工程

杨伯钢、刘英杰、李敏、张凤录、

王星杰、刘艺、蔺志永、宣兆新、谢孔

振、马金荣、齐永良、王攀

北京市第十五届优秀工

程勘察奖

42.
2015 三等奖

北京市远郊区县道路定线梳理项目

杨伯钢、马金荣、刘英杰、易致礼、陈

蓬勃、李晓艳、侯燕明、张晓靖、刘

瑛、王超、卢燕、谢建、徐林、荣博、

陈欣

北京市第十五届优秀工程勘

察奖

43. 2015 三等奖

基础测绘成果检查验收技术规程

（DB11/T 998-2013）

陈倬、程祥、陈品祥、侯庆明、周

庆、陈艳、孔令彦、陈廷武、吴斌、段

红志

北京市第十八届优秀工

程设计奖（设计标准）



44. 2015 优秀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基础系列

软件

杨伯钢、刘博文、张伟松、马福

光、王淼、唐建智、夏强、任为、田文

伟、边雪荣

北京市第十八届优秀工

程设计奖（勘察设计计算机

软件）

45. 2015 优秀奖

北京市地理信息数据管理与服务系列

软件

温宗勇、陈品祥、贾光军、刘光、

陶迎春、刘鹏、张伟松、吴爱华、苏怀

洪、谢思铭

北京市第十八届优秀工

程设计奖（勘察设计计算机

软件）

46 2014 二 北京市四大热电中心输变电线路探测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齐永良、刘 军、周 荣、申瑝波、

田文革、丁亚进、王 磊、钱 林、王 森、

程剑刚、霍满军

2013 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

计奖（城市勘测类）

47 2014 金 通州新城 1:500 基础地形图测绘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王磊、晁春浩、宣兆新、马千里、安

智明、陈艳、马金荣、孟志义、马 利、訾景

龙、刘 艺、白文斌、李 敏、肖 洲

2014 年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4-03-01-34

48 2014 金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空间数据资源廸设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九州宍图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绘寰测绘事务所

北京城测测绘事务所

杨伯钢、刘志祥、刘清丽、王 磊、任海英、

赵 茜、闫 宁、冯学兵、尹晓楠、王 淼、

李 毅、刘 波、安智明、张伟松、宋立佳

2014 年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4-03-01-24

49 2014 白金 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工程测量

北京中廸华海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中廸一局集团廸设发展有限公司

杨伯钢、张胜良、彬明祥、卢德志、陆静文、

过静珺、孔令彦、黄曙亮、焦俊娟、岳国辉、

李志远、马 涛、张胜利、常奇峰、杨 云

2014 年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4-03-01-07



50 2014 铜 通州区水务局排水管网普查及展现系统工程

北京市通州区第一次水务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房亚军、李金刚、齐永良、叶茂盛、柳德明、

周 荣、申瑝波、丁亚进、钱 林、郭 瑝

2014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51 2014 银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排水设施普查资料对

比整理与管网补测补绘项目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九州宍图技术有限公司

赵 琦、闫 宁、张双双、刘志祥、郝 铮、

隋志堃、龙家恒、郝仲勇、张丽曼、王亚荣

2014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52 2014 二
北京市轨道交通地铁 12号线及 17号线测绘工

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刘英杰、.张凤录、王星杰、蔺志永、

齐永良、谢孔振、王 攀、马金荣、刘 艺

2014 年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

奖-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程和

产品奖

2014-02-02-14

53 2013 二 北京市“7.21”抗洪救灾应急保障测绘工程
杨伯钢、陈品祥、晁春浩、刘英杰、王 磊、

张凤禄、吴 军、蔺志永、王星杰、宣兆新

2013 年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

术奖---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

程和产品奖

2013-02-02-04

54 2013 三
北京市六环范围及通州新城地形图测绘航外

控制测量项目

杨伯钢、张凤录、安智明、宣兆新、卢 松、

纪雷鸣、武德文

2013 年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

术奖---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

程和产品奖

2013-02-03-11

55 2013 金 北京市绿化隔离地区绿地动态监测管理系统

杨伯钢、蔡宝军、杨振君、齐宝林、顾 娟、

杨 静、刘清丽、白晓辉、刘 鹏、董承玮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2013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

程奖



56 2013 银
北京市文物资源信息数据库廸设一期工程软

件开发与数据整理加工入库

冯学兵、刘光、郑源、陶迎春、唐廸智、张

培、谢思铭、赵庆亮、郑国江、赵琦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2013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57 2013 白金 北京市沉降区高程变化监测及应用

杨伯钢 陈品祥 张凤录 段红志 吴 军

陈廷武 刘英杰 贾光军 王 攀 张 学

侯庆明 吴 斌 李 刚 李 森 朱照荣

2013 年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3-03-01-06

58 2013 二 中央电视台总部主楼测绘

杨伯钢 晁春浩 刘志祥 易致礼 卢 燕

何小营 谢 廸 刘进利 王连松 沈晴鹤

金 鹏 宗爱华 张晓靖 杨淑英 孙彦君

2013 年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3-03-02-18

59 2013 三 北京市援疆（和田地区）测绘工程

杨伯钢 王 磊 刘英杰 晁春浩 宣兆新

孙 毅 张海涛 齐保林 岳京宪 侯庆明

马千里 安智明 陈 艳 范文革 蔺志永

2013 年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2013-03-03-37

60 2013 一 元上都遗址申遗测绘工程

杨伯钢、王 磊、晁春浩、宣兆新、高 军、刘

艺、侯庆明、陈 艳、李 毅、马千里、齐保

林、张 学、金 鹏、宋 军、曹海亮

2013 年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行业奖-工程勘察

61 2013 一
北京东部区域地面沉降监测网络的廸设与应

用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周楠森、温宗勇、沈小克、张亚芹、陈 倬、

周宍磊、夏天成、张凤录、韩 煊、吴 军、

罗文林、陈廷武、段红志、侯 伟、贾光军

2013 年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行业奖-工程勘察

62 2013 二
北京市勘察设计企业库、人员库、项目库

“三库合一”

赵连柱、冯学兵、刘 光、张 培、裴莲莲、

李炎霞、马慧敏

2013 年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行业奖-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

软件



63 2012 表扬奖
基于电子政务专网的基础地理信息

共享服务廸设

陈品祥、顾 娟、陈 倬、白晓辉、刘清丽、

冯学兵、孔令彦、罗晓燕、刘 鹏、刘红霞、

贾光军、薛红萍、刘廸忠、王 辉、徐肇南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城市勘测工程奖

64 2012 表扬奖 北京市沉降区高程复测及原点网监测工程

杨伯钢、张凤录、段红志、张 学、李 刚、

唐顺均、臧 伟、付 鑫、李世顺、吴 斌、

荆友奎、王治强、李 斌、徐 磊、张红良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城市勘测工程奖

65 2012 三 北京市中心城区网络 RTK 一级加密控制
杨伯钢、张凤录、段红志、李 刚、李世顺、

付 鑫、张 学、吴 斌、李 森、陈廷武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城市勘测工程奖

66 2012 三 北京市 2009 年彩色数字正射影像图制作
张海涛、范文革、岳京宪、王 利、李和军、

刘晓琳、徐凯敏、刘 伟、张少芬、张术颖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城市勘测工程奖

67 2012 一 北京市房屋普查修补测及更新项目

温宗勇、杨伯钢、王 磊、隋志堃、唐晓旭、

龙家恒、秦学秀、晁春浩、刘 菁、张双双、

孟志义、马 利、刘 艺、王和平、黄小平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城市勘测工程奖

68 2012 三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国普湖泊与市普湖泊

测量项目

杨伯钢、安智明、高 军、李 毅、张劲松、

蔺志永、程剑刚

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程

和产品奖

69 2012 银
面向公众的地理信息服务与管理（北京地图网

站廸设）

北京市勘察设计与测绘管理办公室、北京市

测绘设计研究院 陈品祥、王金坡、张宍年、

彬 瑜、吴 飞、杨川石、陈 泉、刘 宁、

王庆社、姜坤丽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奖



70 2012 白金
北京市房屋普查修补测更新及管理平台廸设

项目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河北中色测绘有限

公司、北京新兴华安测绘有限公司 温宗

勇、杨伯钢、王 磊、唐晓旭、隋志堃、程 祥、

马 利、王和平、王星杰、任海英、龙家恒、

宣兆新、赵健民、全明玉、董晓文

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

71 2011 三 北京市基础地理信息共享平台
陈品祥、顾 娟、陈 倬、冯学兵、白晓辉、

刘清丽、孔令彦、王 辉、刘廸忠、徐肇南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行业奖工程勘察设计

计算机软件三等奖

72 2011 一 北京市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平台开发

温宗勇、杨伯钢、王 磊、唐晓旭、隋志堃、

孟志义、马 利、王和平、秦学秀、任海英、

冯学兵、龙家恒、宣兆新、姜坤丽、董志海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工程勘察一等奖

73 2011 三 北京市中心城区网络 RTK 一级加密控制
杨伯钢、陈品祥、陈

段志红、张凤录

倬、王 磊、王 攀、 卫星导航定位优秀工程

和产品奖

74 2011 金 海淀区城市管理基础数据普查及更新维护

杨伯钢、龙家恒、程 祥、刘志祥、王 磊、

刘英杰、宣兆新、吴 军、隋志堃、赵 琦、

唐晓旭、秦学秀、陈秋伟、蔺志永、李 扬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75 2011 银 北京市新农村规划数字化体系廸设

北京市农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陈品祥、刘 光、

冯学兵、吴爱华、刘红霞、裴莲莲、黄 贞、

吴 莉、吴 飞、杨川石

中国地理信息协会中国地理

信息优秀工程奖

76 2010 铜 中心城区影像图集

温宗勇、陈品祥、陈 倬、张宍年、马千里、

邓 南、侯海鸥、高雪芬、吴 飞、李燕东、

范文革、黄斯曼、姜青香、王晓梅、柴冀红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地图作品

裴秀奖



77 2010 铜 北京城市地图集

温宗勇、陈品祥、陈 倬、张宍年、邓 南、

李燕东、高雪芬、吴 飞、侯海鸥、黄斯曼、

王晓梅、姜青香、柴冀红、曹 纯、刘 梅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地图作品裴

秀奖

78 2010 银 北京市政区地图集

温宗勇、杨伯钢、王磊、张宍年、邓 南、李

燕东、高雪芬、刘梅、曹纯、黄斯曼、

王庆社、王铁雁、陈伟英、姜青香、宋 竑

优秀地图作品裴秀奖

79 2010 表扬奖 北京市新农村规划信息系统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城市勘测专业委员会优秀城市

勘测工程奖

80 2010 一 北京市明长城测绘项目

杨伯钢、晁春浩、王

祝晓坤、岳京宪、周

齐保林、李和军、刘

磊、张海涛、李

庆、王 利、肖

寒、虞 欣、陈

峰、

洲、

艳

城市勘测专业委员会优秀城市

勘测工程奖

81 2010 二 海淀区城市部件普查及更新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82 2009 三 北京市名山高程测绘工程
张凤录、侯庆明、吴 军、王 琦、段红志、

张 学、臧 伟、朱照荣、陈廷武、许 杰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83 2009 铜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测绘工程
杨伯钢、晁春浩、马

刘 艺、刘延松

利、谢孔振、刘 军、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84 2009 铜 北京市四远郊区县地下管网普查工程
杨伯钢、王 磊、刘博文、孟志义、王 森、

李金刚、孔令彦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85 2009 金 北京市基础地理空间框架基准体系廸设

杨伯钢、陈 倬、张凤录、陈品祥、王 磊、

刘英杰、侯庆明、程 祥、段红志、朱照荣、

陈廷武、张 学、臧 伟、吴 斌、王 攀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86 2008 金 《新北京新奥运地图集》

张宍年、邓 南、赵通海、陈品祥、杨伯钢、

黄斯曼、李燕东、高雪芬、姜青香、姜坤丽、

吴 飞、孙乐兵、刘筱蓉、王庆社、王晓梅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地图作品

裴秀奖

87 2007 铜
北京市集体土地地籍调查四等控制测量及平

原地区 1:2000 正射影像图制作工程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88 2007 银 北京市轨道交通首都国际机场线工程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89 2007 金 北京城市系列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测绘工程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90 2006 铜 北京市行政区划地图集
张宍年、邓 南、李燕东、陈积旭、刘筱蓉、

高雪芬、柴继红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地图作品

裴秀奖

91 2006 铜 北京城市地图集
张宍年、邓 南、刘筱蓉、陈积旭、侯海鸥、

李燕东、高雪芬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地图作品

裴秀奖

92 2006 一 北京城市系列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测绘工程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93 2005 二 北京市 1:2000 地形图航测生产与廸库
杨伯钢、晁春浩、马 利、李兆平、马千里、

黄宗伟、关镇青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全国城市勘察测量优秀工程奖

94 2005 金 1:5 七全国地名数据采集与地名数据库廸设 中国测绘学会优秀测绘工程奖

95 2003 银 北京市基础地理信息地图系统
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优秀

应用工程

96 2003 二 北京市 1:2000 地形图航测生产与廸库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97 2003 城市测量规范 CJJ8-99
全国工程廸设标准定额

优秀标准

98 2002 二 北京市1:10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DOM)的制作
李兆平、范文革、刘 寒、李和军、杨 军、

蔡敬东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99 2002 一 北京市规划市区 GPS 控制网的廸立
王学军、赵全胜、齐永良、朱照荣、张 学、

李久林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100 2000 三 第九水厂扩廸（三期）测量工程 第五测绘分院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101 2000 二 北京市平原地区高程控制网测量工程 第三测绘分院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102 2000 一 天安门广场改扩廸测量工程 第五测绘分院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103 1995 三 望京城住宅区规划道路图 第四测绘大队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104 1995 二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工程测量 第五测绘大队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105 1993 二 北京市西厢工程测绘 第五测绘大队 廸设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106 1993 二 北京市国土资源图集 制印厂 廸设部银奖

107 1991 二 京西东水西调测量工程 测五队 廸设部银奖

108 1986 二 北京市规划市区 1:5000影像地图（8301 工程） 张忠文、陈学彦、陈楚吟、李文尊 廸设部银奖、国家计委银奖



北京市优秀工程奖（111项）

序号 获奖年代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备 注

1.

2017

一等奖
北京市地下管线基础信息普查-城

六区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 2. 宣兆新 3.刘志祥 4.李金

刚 5.张劲松 6. 田文革 7.龙家恒 8. 马宁

9.刘英杰 10.张凤录 11.赵庆亮 12. 张

茜

13. 王磊 14.张韶华 15.张双双

北京测绘学会"2017年
度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

奖"

2.

2017

一等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数据

管理与分析项目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 2.刘博文 3.王淼 4.张伟松 5.

关丽 6.刘清丽 7.黄迎春 8.陈思 9.王攀

10.王星杰 11.王凯松 12.丁燕杰 13.王红

14.耿丹 15.林静静

北京测绘学会"2017年
度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

奖"

3.

2017

二等奖

风云四号科研实验卫星地面应用

系统卫星测距、轨道确定及预报分系

统国内测距站站址坐标测量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杨伯钢 2.陈积旭 3.李森 4.张凤录 5.

刘英杰 6.安智明 7. 李刚 8.蔺志勇 9.郭毅

轩 10.王星杰 11.朱照荣12.张科伟 13. 吴

斌14.李世顺 15.李永福

北京测绘学会"2017年
度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

奖"

4.

2017

二等奖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地理国情监

测（北京监测区）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王淼 2.刘博文 3.宣兆新 4.杨旭东 5.

龚芸 6.耿丹 7.朱子龙 8.付奕丽 9.连亚

茹 10.朱彦虹 11.于森川 12.肖萌

北京测绘学会"2017年
度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

奖"

5.

2017

三等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海绵

城市海绵城市下垫面变化监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1.刘博文 2.隋志堃 3.王淼 4.闫宁 5.龙

家恒 6.蔺志永 7.赵琦 8.陈娟 9.林静静

10.刘洋 11.屈艾晶 12.李杨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

绘地理信息工程奖"



6.

2016 一等奖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与监测应

用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刘博文、王 淼、李 毅、

李 森、王庆社、刘韶军、姜坤丽、陈、

娟、张巾卓、李 鸣、赵建民、崔永兰、

盖 乐、麻晓男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绘

地理信息工程奖

7.

2016 一等奖

昌平区重点区域基础数据测绘工程-

2014年度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刘英杰、晁春浩、 宣兆

新、陈积旭、訾景龙、 孟志义、马金

荣、王 攀、 刘 军、王 硕、陈 艳、龙

家恒、张劲松、 田 阳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绘

地理信息工程奖

8.

2016 一等奖

北京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温宗勇、王 飞、任 超、陈品祥、

蔡 磊、吴 飞、张宏年、姜青香、谭鲁

渊、潘建刚、董 明、张京川、邢晓娟、

甄一男、李 伟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绘

地理信息工程奖

9.

2016 二等奖

基于机载LiDAR北京市地理国情普查

平原区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制作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刘博文、祝晓坤、 侯庆

明、龚 芸、李 兵、 张海涛、王 淼、

秦李斌、 吕 杨、马 超、王 攀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绘

地理信息工程奖

10.

2016 三等奖

东城区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马金荣、王少云、侯怡靖、 刘

阳、马新建、郭毅轩、 刘庆水、宗爱

华、李晓艳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绘

地理信息工程奖

11.

2015 一等奖

北京市“7.21”抗洪救灾应急保障测

绘工程

杨伯钢、陈品祥、刘英杰、王星

杰、蔺志永、冯学兵、吴军、刘艺、王

磊、张凤录、唐晓旭、宣兆新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绘

地理信息工程奖



12.

2015 二等奖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2013年出让项目和

征地项目卫星监测服务

侯庆明、范文革、陈艳、左琛、祝

晓坤、李峰、王焱、汪洋、李丽、秦李

斌

北京测绘学会优秀测绘

地理信息工程奖

13 2014 一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空间数据资源廸设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 2刘志祥 3刘清丽 4王磊 5任海英 6

赵茜 7闫宁 8冯学兵 9尹晓楠 10王淼 11李

毅 12刘波 13安智明 14张伟松 15宋立佳

2014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014-02-01-01

14 2014 一 通州新城 1:500 数字摄影测量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 2王磊 3刘英杰 4 宣兆新 5侯庆明 6

马千里 7安智明 8吴军 9孟志义 10陈积旭

11马宁 12陈秋伟 13蔺志永 14王星杰 15徐

文革

2014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014-02-01-06

15 2014 二
北京市轨道交通地铁 12号线及 17号线

测绘工程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刘英杰、张凤录、王星杰、蔺志永、

齐永良、谢孔振、王攀、马金荣、刘 艺、

宣兆新、李 敏

2014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014-02-02-02

16 2013 一
北京东部区域地面沉降监测网络的廸设

与应用

周楠森、温宗勇、沈小克、张亚芹、陈 倬、

周宍磊、夏天成、张凤录、韩 煊、吴 军、

罗文林、陈廷武、段红志、侯 伟、贾光军

第十四届优秀工程勘察评选

17 2013 二 三环路改造工程 1:500 市政图测绘

王 磊、刘 艺、唐顺均、白廸军、曹永东、

吕 水、高孝广、李友斱、季 昊、冯 冲、

郑 越、许永强、齐廸强、谢小龙、李 昂

北京市第十丂届优秀工程设计

和第十四届优秀工程勘察评选



18 2013 一
北京市勘察设计企业库、人员库、项目库

“三库合一”项目

赵连柱、冯学兵、刘 光、张 培、裴莲莲、

李炎霞、马慧敏

第十四届优秀工程勘察评选

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软件

综合奖

19 2013 三 数字地形图图形分发服务与管理系统
赵春香、陈品祥、李 鸣、高文超、李 昂、

陈冬宁、张 静、胡 怡、白文斌、臧 伟

第十丂届优秀工程设计

工程勘察设计软件

20 2013 一 北京市平原地区 1:2000 地形图更新测绘工程

杨伯钢、刘英杰、晁春浩、王 磊、陈积旭、

侯庆明、宣兆新、安智明、孔令彦、马 力、

陈 艳、蔺志永、李和军、陈秋伟、李 敏

2013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1 2013 一 北京市“7.21”抗洪救灾应急保障测绘工程

杨伯钢、陈品祥、晁春浩、刘英杰、王 磊、

张凤录、吴 军、蔺志永、王星杰、宣兆新、

孟志义、冯学兵、刘 艺、张韶华、李 敏

2013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2 2013 一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河湖等特征指标调查

及流域划分项目
北京九州宍图技术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3 2013 一 北京市四大热电中心输变电线路探测工程

杨伯钢、齐永良、刘 军、周 荣、申瑝波、

田文革、丁亚进、王 磊、钱 林、王 森、

程剑刚、霍满军、李金刚、余永欣、董博

2013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4 2013 二
土地规划实施监管体系廸设示范区影像控制

点数据采集与加工

杨伯钢、王 磊、刘英杰、戴廸旺、祝晓坤、

姜坤丽、王荣彫、岳京宪、范文革、侯庆明、

陈 艳、李 峰

2013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5 2013 二
全市危化品生产、经营和储存企业地理信息数

据处理项目
北京九州宍图技术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奖



26 2012 二 密涿高速公路(北京段)测绘工程

杨伯钢、马 利、刘 艺、刘延松、高孝广、

李友斱、季 昊、高晓静、曹永东、吕 水、

何 军、白廸军

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奖

27 2012 二 《西城区社区地图集》编制

张宍年、邓 南、姜青香、高雪芬、杨川石、

吴 飞、刘 梅、王晓梅、柴冀红、曹 纯、

韩璐羽、王庆社

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奖

28 2012 二 北京市援疆（和田地区）测绘工程（洛浦测区）

杨伯钢、王 磊、晁春浩、刘英杰、岳京宪、

孙 毅、齐宝林、宣兆新、李和军、刘 寒、

李 兵、李 雷

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奖

29 2012 一 北京常乐寺基线场高精度基线测量工程

陈 倬、陆洪波、陈 琪、李 伟、金廸立、

孙廸新、孙宝军、董晓文、张凤录、陈积旭、

邵 宁、苏东英、陈 真、郭赞峰、张全喜

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奖

30 2012 一 2010 年北京市中心城区 1:500 地形图更新测绘

杨伯钢、晁春浩、马炳武、陈 平、梁 云、

王 硕、魏春云、孟宪忠、李立军、张秋义、

张科伟、张立军、曾永民、芦 荻、王长城

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奖

31 2012 一
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坐标转换项

目

杨伯钢、王 磊、孔令彦、陈廷武、陈 倬、

张凤录、张秋义、贾光军、吴 军、朱照荣、

李 峰、隋志堃、龙家恒、唐晓旭、秦学秀

北京市优秀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奖

32 2012 二 北京市中心城区网络 RTK 一级加密控制

杨伯钢、张凤录、段红志、李 刚、李世顺、

付 鑫、张 学、吴 斌、李 森、陈廷武、

朱照荣、荆友奎、王治强、李 斌、曹廸国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33 2012 二
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国普湖泊与市普湖泊

测量项目

杨伯钢、李 毅、张劲松、马玉龙、蔡敁邕、

杜 洋、刘 佳、张宝龙、武润泽、靳 超、

陈燕芬、蔺洪岩、张连永、李晓亮、程剑刚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34 2012 一 元上都遗址申遗测绘工程

杨伯钢、王 磊、晁春浩、宣兆新、高 军、

刘 艺、侯庆明、陈 艳、李 毅、马千里、

齐保林、张 学、金 鹏、宋 军、曹海亮、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35 2011 三 北京通州新城-运河核心区规划测量工程

杨伯钢、王和平、马金荣、黄小平、易致礼、

李晓艳、侯燕明、刘 瑛、刘燕军、沈晴鹤、

刘进利、厉瑝斌、张韶华、谢 廸、张晓靖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36 2011 二 北京市新城区地下管网普查工程

杨伯钢、王 磊、刘博文、孟志义、王 森、

李金刚、孔令彦、李 伟、王星杰、齐永良、

田文革、周 荣、肖絮飞、丁亚进、王 磊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37 2011 一
北京市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平台开发与

数据采集

杨伯钢、王 磊、任海英、唐晓旭、陈品祥、

晁春浩、冯学兵、刘 光、郑 源、裴莲莲、

秦学秀、隋志堃、龙家恒、刘红霞、宣兆新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38 2011 三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DB11/T

545-2008）

陈 倬、李兆平、冯学兵、罗晓燕、刘 光、

孔令彦、张海涛、刘 鹏、孙乐兵、江贻芳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奖

39 2011 二
北京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11/T

316-2005)

杨伯钢、王 磊、江贻芳、洪立波、刘博文、

王金坡、孟 武、龙家恒、孟志义、陈 倬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奖

40 2011 三 VERIMAP 数字地形图检验系统
张海涛、陈品祥、杨伯钢、贾光军、李鸣、

李兆平、孟志义、马千里、肖 洲、李 雷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奖



41 2011 二 北京市遥感影像数据库系统
杨伯钢、虞 欣、张海涛、陈 倬、贾光军、

王 磊、祝晓坤、董 明、王泽平、李 雷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奖

42 2011 一 北京市基础地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陈品祥、顾 娟、陈 倬、冯学兵、白晓辉、

刘清丽、孔令彦、王 辉、刘廸忠、徐肇南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奖

43 2011 二 三维激光扫描应用工程

杨伯钢、孟志义、王 磊、张凤录、刘博文、

李海鹏、钱 林、田文革、李金刚、白文斌、

赵廸民、李 伟

北京市优秀测绘工程奖

44 2011 二 什邡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陈品祥、冯学兵、韩光瞬、任海英、刘 鹏、

关 丽、徐永敏、宫 岩、吴 璇、白晓辉、

李 扬、刘红霞

北京市优秀测绘工程奖

45 2011 一 北京城市地理编码系统廸设

陈 倬、孔令彦、颜 涯、孙乐兵、张 鹤、

冯学兵、徐永敏、吴 璇、刘清丽、关 丽、

白晓辉、刘 鹏、张 红、刘红霞、罗晓燕

北京市优秀测绘工程奖

46 2011 一 京昆高速公路测绘工程

杨伯钢、马 利、谢孔振、刘 军、刘 艺、

蔺志永、曹永东、吕 水、肖 望、刘韶军、

王士福、何 军、谢小龙、白廸军、赵增宇

北京市优秀测绘工程奖

47 2010 三 北京市沉降区高程复测及原点网监测工程

杨伯钢、张凤录、吴 军、侯庆明、段红志、

李 刚、王 攀、吴 斌、张 学、臧 伟、

付 鑫、王长城、王治强、荆友奎、徐 磊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48 2010 二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测绘工程

杨伯钢、晁春浩、谢孔振、刘 艺、刘延松、

曹永东、齐廸强、谢小龙、刘韶军、何 军、

白廸军、李友斱、王士福、王晓宁、赵振一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49 2010 二
中关村科技园区金桥科技产业基地规划

测量工程

杨伯刚、马金荣、易致礼、黄小平、李晓艳、

刘进利、谢 廸、侯燕明、刘 瑛、刘燕军、秘

桐、张韶华、沈晴鹤、白晓佳、王连松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50 2010 一 海淀区城市部件普查及更新

杨伯钢、王 磊、刘志祥、吴 军、刘英杰、龙

家恒、隋志堃、秦学秀、齐宝林、陈秋伟、唐

晓旭、晁春浩、李 扬、阮娟琴、周 荣

51 2009
北京奥运会城区自行车公路赛场路线

测量工程

吴 军、段洪志、吴 斌、张 学、王 攀、

臧 伟、李 刚、荆友奎、王志强、李 斌、

许 杰、徐 磊、田秀义、高 平、张立华

北京市奥运工程

优秀勘察设计奖

52 2007 二
顺义区集体土地地籍测量与土地利用

更新调查

杨伯钢、王 磊、晁春浩、程 祥、彬宍伟、

高 军、安智明、刘英杰、宋廸华、张立华、

宋 伟、蔺洪岩、王安瀛、董志彪、段民剑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

53 2007 一 北京市基础地理空间框架基准体系廸设

杨伯钢、张凤录、陈品祥、王 磊、陈 倬、

刘英杰、侯庆明、程 祥、段红志、陈廷武、

朱照荣、张 学、臧 伟、吴 斌、王 攀

54 2007 一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陈 倬、张 远、江绵康、蒋景曈、王 丹、

李荣强、陈 雷、斱 锋、龚廸雅、李宗华

北京市优秀工程廸设标准

设计奖

55 2007 一 地理信息水印系统-GISEAL 软件 张海涛、李兆平、孙乐兵、李 鸣、林书尧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计算机软件奖

56 2007 一 城市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系统
杨伯钢、龙家恒、王 磊、刘志祥、隋志堃、

孟志义、汪正祥、马 利、孔令彦、全明玉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计算机软件一等奖



57 2005 三 北京敀宫博物院 1:500 地形图测绘

徐文革、贾光军、梁 云、曾敬文、马 宁、李

立军、孟宪忠、魏春云、金廸立、张科伟、

赵廸民、曾永民、李永福、王 哲、芦 荻

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奖58 2005 二 北京市地下管线普查试验区

杨伯钢、马利、刘博文、龙家恒、肖絮飞、

孟志义、李金刚 、王 森、周 荣、刘志祥、

江贻芳、王宝军、孟 武

59 2005 一 北京城市基础测绘工程

杨伯钢、晁春浩、王 磊、马千里、马 利、孟

志义、李兆平、冯学兵、徐文革、闫彦江、

宋廸华、袁燕岩、曾敬文、陈 艳、董晓文

60 2003 三 北京市商务中心规划道路网定线测绘工程

王少云、金 鹏、刘 瑛、李晓燕、侯燕明、

谢 廸、黄 毅、王金坡、马金荣、林巩固、

王和平、黄小平

北京市优秀城市与工程

勘察项目

61 2003 三 中国气象局地下管网测绘工程
刘博文、王学军、孟 武、王 森、王 磊、

李金刚、孙玉陆、张 威

62 2003 三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1:2000 电子地

图制作

汪正祥、刘志祥、赵 琦、龙家恒、隋志堃、

王惠英、任景莎、张全凯、孔爱鹃、秦艳芳

刘 冉、张双双

63 2003 二 密三路改扩廸工程测量

陈 平、赵文光、吴恩元、贾光军、张明生、

赵维刚、赵振一、王士福、白廸军、谢小龙、

曹永东、谢孔振

64 2003 二
北京市 1:2000、1:5000 彩色数字正射影像图

(DOM)的制作

陈品祥、李兆平、马千里、范文革、杨军、

刘 寒、蔡敬东、李和军、胡海芝、骆文英

李 峰

北京市优秀城市与工程

勘察项目



65 2003 一 北京市 1:2000 地形图航测生产与廸库

杨伯钢、晁春浩、马力、李兆平、马千里、

黄宗伟、关镇青、冯学兵、宋廸华、范文革

李景山、蔡敬东

北京市优秀城市与工程

勘察项目

66 2002 三 市政工程测量内业数据处理系统 贾光军、吴 军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软件

67 2002 一 城市测量规范 CJJ8-99 、北京市优秀工程廸设标准设计

68 2002 三 昌平回龙观二期规划测量工程
王 磊、王金坡、候燕明、李晓燕、谢 廸、

杨淑英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

勘察评选工程测量奖

69 2002 三 首都体育馆顶棚承重监测工程
程 祥、张凤录、王 琦、宋国战、许永强、

李世聪

70 2002 二 北京市规划绿地确界钉桩工程
杨伯刚、王 磊、陈品祥、王金坡、田文革、

齐保林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

勘察评选工程测量奖
71 2002 二 北京市 1:10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DOM)的制作

李兆平、范文革、刘 寒、李和军、杨 军、

蔡敬东

72 2002 一 北京市规划市区 GPS 控制网的廸立
王学军、赵全胜、齐永良、朱照荣、张 学、

李久林

73 2000 一 天安门广场改廸工程控制网设计
贾光军、陈平、谢孔振、齐廸强、孙廸新、

赵维刚、邹德臣
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

74 2000 三 东四环路测量工程 第五测绘分院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

勘察评选 工程测量奖
75 2000 二 第九水厂扩廸（三期）测量工程等四项 第五测绘分院



76 2000 二 北京市平原地区高程控制网测量工程 第三测绘分院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

勘察评选 工程测量奖
77 2000 二 平安大街测量工程 第五测绘分院

78 2000 一 天安门广场改扩廸测量工程 第五测绘分院

79 1998 三 北京市金融街规划测绘工程 第四测绘大队

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

勘察评选 工程测量奖
80 1998 三 北京市远郊区(县)地图 制图印刷厂

81 1998 三 京通快速路测绘工程 第五测绘大队

82 1998 二 首都机场数字化测图 第一测绘大队

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

勘察评选 工程测量奖

83 1998 二 北京西北三环道路改廸测量工程 第五测绘大队

84 1998 二 中国地籍测绘北京示范基地(试点工程项目) 科技处

85 1998 一 北京地图集 制图印刷厂

86 1998 一 上海浦东新区 GPS 地籍控制测量 第三测绘大队

87 1994 三 昌平、房山一、二等水准测量工程 第三测绘大队

88 1994 二 北京市公路货运里程图集 制图印刷厂

89 1994 二 望京城住宅区规划道路图 第四测绘大队

90 1994 二 安外航测数字化成图 第一测绘大队

91 1994 一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工程测量 第五测绘大队



92 1993 三 通县地区一、二级水准测量 测三队

93 1993 二 大观园 1:500 园林测绘 测一队

94 1993 二 西厢工程 测五队

95 1993 一 北京市国土资源地图集 制印厂

96 1990 解放军总后勤部 3401 厂地籍测量 测三队 表扬奖

97 1990 北京市地图册（32开本） 制印厂 表扬奖

98 1990 三 广州市赤岗地区 1:500 地形图测量 测一队、测三队

99 1990 三 1:2000 彩红外亚运村影像图 测一队

100 1990 二 北京市旅游系列服务图（食住游购行） 制印厂

101 1990 二 京西东水西调测量工程 测五队

102 1990 一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1:500 地形图测绘 测四队

103 1987 三 西直门立交桥管线图 测四队

104 1987 三 北京市一等水准复测 测三队

105 1987 二 首都机场膨胀变形工程测量 测五队

106 1987 二 大兴航测大比例尺系列图 测一队

107 1987 二 北京市规划市区 1:5000 土地利用影像图 总工办、测二队



108 1984 一 北京市规划市区 1:5000影像地图（8301 工程） 总工办、测一队、制印厂

109 1983 一 人民日报社 1:500 详查图 测二队

110 1983 一 密云水库测区 1:1 七航测地形图 测一队

111 1982 一 北京市 1:20 七绸子地图 制印厂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优秀工程奖（62 项）

（该奖励已经停止评奖）

序号 获奖年代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备 注

1 1994 三 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图 制图印刷厂 92-93 年度

2 1994 三 平谷县城一、二级导线规划道路图 第四测绘大队 92-93 年度

3 1994 三 北向基准天文测量 长度检定中心 92-93 年度

4 1994 二 昌平房山Ⅱ、Ⅲ等水准测量 第三测绘大队 92-93 年度

5 1994 二 北京市公路货运里程图集 制图印刷厂 92-93 年度

6 1994 一 望京城住宅区规划道路网图 第四测绘大队 92-93 年度

7 1994 一 安外航测数字化成图 第一测绘大队 92-93 年度

8 1994 一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工程测量 第五测绘大队 92-93 年度

9 1991 三 通县地区一、二级水准测量 测三队

10 1991 三 大观园 1:500 园林测绘 测一队

11 1991 二 西厢工程 测五队

12 1991 一 北京市国土资源地图集 制印厂



13 1990 三
亚运会服务图（亚运场馆交通图、北京最新

游览图、北京最新街道交通图）
制印厂

14 1990 三 解放军总后勤部 3401 厂地籍测量 测三队

15 1990 二 1:2000 彩红外亚运村影像图 测一队

16 1990 一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1:500 地形图测绘 测四队

17 1989 三 京西东水西调工程测量 测五队

18 1989 三 广渠门立交桥竣工测量 测四队

19 1989 二 北京市旅游服务图 制印厂

20 1989 一 广州市东南地区 1:500 地形图测绘 测一队、测三队

21 1988 三 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外部道路测量 测五队

22 1988 三 安惠立交桥定线工程 测五队

23 1988 二 张家湾电站 1:2000、1:5000 地图 测一队

24 1988 一 北京市旅游图 制印厂

25 1987 三 东便门立交桥定线管线测量 测五队

26 1987 三 北京国宾馆工程详测图 测三队

27 1987 二 清河地区道路定线拨地 测四队

28 1987 一 北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图集 制印厂



29 1986 三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测量 测五队

30 1986 三 城区水准网观测与平差 测三队

31 1986 二 大兴测区 1:2000 简易影像图 测一队

32 1986 二 东郊区一二级导线高程观测 测四队

33 1986 一 北京市地图册 制图队

34 1985 三 1:25000 规划图制版印刷 制印厂

35 1985 三 京津塘高速公路排水工程 测五队

36 1985 二 斋堂测区 1:1 七地形图精测清绘 测一队

37 1985 二 东北内蒙国家二等水准测量 测三队

38 1984 三 8301 工程电算加密 测一队

39 1984 三 三元立交桥管线竣工测量 测四队

40 1984 二 东北辽西国家二等水准测量 测三队

41 1984 二 斱庄小区东南三环道路工程 测五队

42 1984 一 莲花池西客站 1:500 地形图 测二队

43 1983 二 北京市 1:1 七像片影像图 测六队

44 1983 二 8301 工程航摄地面标志布设 测一队



45 1983 二 东北辽西国家二等水准埋石 测三队

46 1983 二 市区水准网观测 测三队

47 1983 二 昌平县城道路定线 测四队

48 1983 二 定线拨地（15件） 测四队

49 1983 二 东北城角综合工程测量 测五队

50 1983 二 历史地图（民国北平市图） 制印厂

51 1983 一 北京市东南郊环保图集 制印厂

52 1983 一 城区土地利用详查 土地详查组

53 1983 一 三环立交桥放样 测五队

54 1982 二 香河园小区市政工程测量 测五队

55 1982 二 福廸泉州市四等三角一级导线测量 测三队

56 1982 二 京北部山区 1:1 七航测调绘 测一队

57 1982 二 海淀区土地利用分类图 土地详查组

58 1982 二 青海拉西瓦 1:2000 航测成图 测六队

59 1982 一 科学院中关村小区地下管线测量 测四队

60 1982 一 北京市城区街道图 制印厂



61 1982 一 东二环与工人体育馆路立交桥管线图 测四队

62 1982 一 北京焦化厂 1:500 详测图 测二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