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授奖项目 

（以评审编号为序） 

技术发明特等奖 

序

号 

评审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17F001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

表界面调控关键技术

与应用 

常州大学,常州天合光能有

限公司,江苏大学 

1.丁建宁,2.袁宁一,3.

张学玲,4.高纪凡,5.邓

伟伟,6.程广贵 

技术发明一等奖 

序

号 

评审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17F010 

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汽油关键组分定向

分离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河北

精致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京博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东营市亚

通石化有限公司,山东天弘化

学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青海油

田格尔木炼油厂,山东华星石

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高金森,2.郝天臻,3.

赵亮,4.栾波,5.牛同

建,6.李增刚,7.陈家

岭,8.田爽 

2 17F040 

微界面传质强化反应-

精细分离成套技术研

发 

南京大学,江苏磐希化工有限

公司,厦门中坤化学有限公

司,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1.张志炳,2.周政,3.张

锋,4.李磊,5.孟为民,6.

胡兴邦,7.陈懿,8.朱益

民,9.杨毅融,10.杨占平 

3 17F042 

疏松砂岩复杂油气藏

防砂完井关键技术与

装备及工业化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

港油田分公司,中海油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 

1.董长银,2.刘永红,3.

李怀文,4.刘刚芝,5.李

志广,6.蒋卫东,7.李效

波,8.崔明月,9.董社

霞,10.王强 

4 17F064 

非均相复合驱大幅度

提高石油采收率的理

论与实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孙焕泉,2.曹绪龙,3.

李振泉,4.祝仰文,5.侯

健,6.马波,7.王红艳,8.

潘斌林,9.元福卿,10.魏

翠华 

5 17F068 

基于工业特性的高选

择性生物催化剂高效

创制与应用 

江南大学,江苏一鸣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

示材料有限公司 

1.徐岩,2.喻晓蔚,3.聂

尧,4.穆晓清,5.史百

鸣,6.张建立,7.王栋 

6 17F085 

半芳香尼龙 PA10T 聚

合新技术-固相悬浮聚

合技术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黄险波,2.曹民,3.曾

祥斌,4.蔡彤旻,5.姜苏

俊,6.张传辉,7.龙杰

明,8.史振国,9.陈

健,10.王道波 



技术发明二等奖 

序

号 

评审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17F009 

高颗粒物浓度下氮氧

化物还原的催化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山东华

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

油化工研究院,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 

1.刘坚,2.赵震,3.韦岳

长,4.于富红,5.张

鹏,6.王虹,7.宋卫余 

2 17F016 

新型微通道反应器系

统关键技术创新及其

产业化应用 

常州大学,江苏迪源精密仪器

科技有限公司 

1.张跃,2.严生虎,3.刘

建武,4.马晓明,5.卿

青,6.杨滨,7.辜顺

林,8.沈介发 

3 17F035 

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

液化产品高值化梯级

利用与关键装备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科

技大学,山东创新腐植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澳佳肥业

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烟台海

岸带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1.田原宇,2.乔英云,3.

黄占斌,4.赵朝成,5.秦

松,6.乔新健,7.曹月

梅,8.孙明广 

4 17F045 

微生物法制备丙烯酰

胺的菌株开发及应用 

江南大学,如东南天农科化工

有限公司 

1.周哲敏,2.崔文璟,3.

刘中美,4.周丽,5.钟先

平,6.沈瑞华,7.杨涛 

5 17F060 

生物合成 C4有机酸及

其衍生物关键技术与

产业化 

南京工业大学,常茂生物化学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姜岷,2.陈可泉,3.马

江锋,4.吴昊,5.万屹

东,6.贾红华,7.董维

亮,8.潘春 

6 17F061 

超临界 CO2 流体快速

膨胀法绿色制备石墨

烯粉体新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李永峰,2.宁国庆,3.

杨帆,4.徐春明,5.高金

森,6.张利强 

7 17F067 聚合物交互调驱技术 

东北石油大学,中海石油（中

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大庆

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三采油厂 

1.宋考平,2.卢祥国,3.

刘丽,4.刘义刚,5.姜振

海,6.皮彦夫,7.范振

忠,8.刘进祥 

8 17F076 

甾体药物细胞工厂与

绿色制造技术 

华东理工大学 

1.魏东芝,2.王风清,3.

陶欣艺,4.王学东,5.魏

巍 

9 17F081 

可完全生物降解聚二

元酸二元醇酯万吨级

产业化技术 

清华大学,安庆和兴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新疆蓝山屯河聚酯

有限公司 

1.郭宝华,2.徐军,3.谢

续明,4.叶海木,5.马世

金,6.马云,7.潘哆

吉,8.丁建萍 

10 17F083 

低渗致密砂岩油藏提

高采收率关键技术及

应用 

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油气

研究院,东北石油大学 

1.朱维耀,2.侯吉瑞,3.

岳明,4.宋智勇,5.杨海

恩,6.赵凤兰,7.王克

亮,8.修建龙 

 



技术发明三等奖 

序

号 

评审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17F003 

非常规油气藏水平井

易钻桥塞及簇射孔分

段完井技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

工程技术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气分公司 

1.何祖清,2.梁文

龙,3.杨同玉,4.彭汉

修,5.陈现义,6.段友

智 

2 17F020 

氮磷钾+全水溶肥、缓

控释肥制备新技术产

业化 

贵州大学,贵州开磷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贵州省贵福生态肥业有

限公司,贵州航天智慧农业有限

公司,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1.陈肖虎,2.廖吉

星,3.徐魁,4.吴世

海,5.陈庆,6.杜绍伦 

3 17F023 

油气微生物勘探关键

技术与工业化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

究所,江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 

1.汤玉平,2.许科

伟,3.赵克斌,4.顾

磊,5.杨帆,6.高俊阳 

4 17F030 

甲基芳烃氨氧化的高

活性长寿命催化剂的

研制与工业化应用 

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市

银冠化工有限公司 

1.谢光勇,2.黄驰,3.

陈川,4.周新花,5.张

爱清,6.李金林 

5 17F033 

一种聚氨酯弹性体组

合料及其透明弹性体

的制备方法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 

1.王振,2.石雅琳,3.

姚庆伦,4.韦永继 

6 17F039 

低阶粉煤回转热解制

取新型无烟煤工艺技

术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

有限公司,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1.王守峰,2.山秀

丽,3.吕子胜,4.毛世

强,5.李万善,6.李秀

辉 

7 17F048 

注采工艺中间试验技

术研究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钻采工艺

研究院 

1.朱富林,2.王宝

权,3.张建军,4.李

彪,5.曲玉辰,6.杨俊 

8 17F050 

固体乳化剂一步法制

备树脂型 AKD 表面施

胶乳液新技术开发与

应用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海王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1.宋晓明,2.陈夫

山,3.张元彬,4.高珊

珊,5.刘丹凤,6.王松

林 

9 17F052 

双加压法生产 68～

70%稀硝酸工艺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李向远,2.张河

成,3.路安华,4.畅学

华,5.丁明公,6.崔慧

峰 

10 17F053 

天然气汽车燃料加注

压缩机组关键技术研

发及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强盛压缩机

制造有限公司 

1.高秀峰,2.冯诗

愚,3.李云,4.冯学

强,5.侯雄坡,6.顾兆

林 

11 17F054 

草甘膦母液资源化利

用集成技术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

有限公司 

1.杨国华,2.唐建

军,3.石好,4.李

权,5.杨吉,6.景凡 

12 17F055 

高轻质油收率低焦炭

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

油化工研究院 

1.谭争国,2.刘超

伟,3.曹庚振,4.潘志



制备技术 爽,5.段宏昌,6.李雪

礼 

13 17F057 

致密储层低伤害混合

压裂液体系研发及应

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

庆油田分公司油气工艺研究院,

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

实验室 

1.李宪文,2.张矿

生,3.赵文,4.闵

琦,5.刘锦,6.郭钢 

14 17F071 

食品安全用稳定同位

素标记试剂系列化制

备技术开发及应用示

范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杨维成,2.王伟,3.

罗勇,4.王敏,5.徐仲

杰,6.杜晓宁 

15 17F080 

低温低压特低渗油藏

高效增产与提高采收

率技术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研究院,陕西科技大学 

1.高瑞民,2.费贵

强,3.王成俊,4.高明

星,5.沈一丁,6.江绍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