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工业大学省部级科研平台一览表

序号 平 台 名 称 负责人 成立时间 依托学院 平台类型 性质或隶属关系 备注

1 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孟克其劳 2019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

2 先进轻金属材料开发与加工防护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
韩永全 2019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

3 煤基固废高值化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
张永锋 2014 化工学院 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发改委

4 内蒙古新能源实验示范基地 汪建文 1997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基地 科技厅

5 内蒙古制造资源计划应用研究中心 李长青 1999 经济管理学院 研究中心 原经贸委

6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催化重点实验室 白杰 1999 化工学院 重点实验室 教育厅、科技厅

7 内蒙古自治区机电控制重点实验室 王志和 2002 电力学院、机械

工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教育厅、科技厅

8 内蒙古新能源生产力促进中心 田瑞 2003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促进中心 科技厅

9 内蒙古制造业信息化生产力促进中心 岑海堂 2003 机械工程学院 促进中心 科技厅

10 内蒙古自治区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韩永全 2004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11 内蒙古自治区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 田瑞 2007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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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内蒙古自治区内燃机代用燃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郑培 2007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13 内蒙古自治区轻金属材料重点实验室 刘慧敏 2007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14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管理现代化研究中

心

李长青 2007 经济管理学院 研究中心 教育厅

15 内蒙古高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重点

实验室
刘向东 2009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教育厅

16 内蒙古创新方法研究中心 文宗川 2010 经济管理学院 中心 科技厅

17 内蒙古自治区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刘 铮 2010 建筑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18 内蒙古自治区电能变换传输与控制重

点实验室
栗文义 2011 电力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19 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实验

室
胡志勇 2011 机械工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20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创新科研实验基地 李春萍 2012 高教研究所 基地 教育厅

21 内蒙古自治区煤基固废高值化利用工

程研究中心
张永锋 2012 化工学院 工程研究中心 内蒙古发改委

22 内蒙古自治区土木工程结构与力学重

点实验室
王岚 2013 土木工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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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蒙古自治区液压传动与控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武建新 2013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24 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互联网经济研

究中心
赵 岩 2014 经济管理学院 研究中心 教育厅

25 内蒙古自治区薄膜与涂层重点实验室 马 文 2015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26 内蒙古自治区低阶碳质资源高值功能

化利用重点实验室
刘全生 2015 化工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27 内蒙古自治区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

验室
黄平平 2015 信息工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28 内蒙古自治区理论与计算化学模拟重

点实验室
杨桔材 2015 化工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29 内蒙古自治区煤基固废高值化利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张永锋 2015 化工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30 内蒙古化工产业领域创新方法应用研

究基地
刘俞辰 2015 化工学院 试点基地 科技厅

31 内蒙古自治区 CO2捕集与资源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张建斌 2016 化工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32 内蒙古自治区风电技术与检测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孟克其劳 2016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33 内蒙古自治区感知技术与智能系统重

点实验室
房建东 2016 信息工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34 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太阳能利用机理及 汪建文 2017 能源与动力工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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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重点实验室 程学院

35 内蒙古自治区煤基固废高效循环利用

重点实验室
张永锋 2017 化工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36 内蒙古自治区生命数据统计分析理论

与神经网络建模重点实验室
庞晶 2017 理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37 内蒙古自治区石墨（烯）储能与涂料重

点实验室
楠顶 2017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38 内蒙古自治区基于大数据的软件服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刘利民 2018 数据科学与应

用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39 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检测鉴定与安全评

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郝贠洪 2018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40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业设计促进中心 白朴存 2018 机械工程学院 促进中心 经信委

41 内蒙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发展

研究基地

金瑞

首席专家

长青

2018 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 党委宣传部

42 内蒙古自治区发酵产业节能减排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刘占英 2018 化工学院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科技厅

43 多功能铜材料内蒙古自治区工程研究

中心
刘慧敏 2018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工程研究中心 内蒙古发改委

44 内蒙古自治区有色金属材料及加工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
韩永全 2019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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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内蒙古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中

心（培育）
刘俊华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人文基地 教育厅

46 内蒙古自治区绿色建筑重点实验室 刘 铮 2019 建筑学院 重点实验室 教育厅

47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可再生能源工程研

究中心（培育）
马剑龙 2019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厅

48 纺织行业风电叶片用纺织复合材料重

点实验室
高晓平 2019 轻工与纺织学

院
重点实验室

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

49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科普教育基地 孟克其劳 2019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科普教育基地

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

50 内蒙古风能、太阳能利用与开发技术科

普示范基地
孟克其劳 2019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科普示范基地 科技厅

51 生态型建筑材料与装配式结构内蒙古

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
刘曙光 2019 矿业学院 工程研究中心 自治区发改委

52 内蒙古自治区特殊服役智能机器人重

点实验室
唐术锋 2020 机械工程学院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