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技术发明奖 

序

号 

评审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18F005 循环水油罐清洗系统 
万博克环保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郑术槐 

2 18F010 
防砂筛管性能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

研究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钻

采工艺研究院 

王宝权,匡韶华,石磊,佟

姗姗,严蕾,于丽宏 

3 18F012 
过程工业苛刻工况下废弃资源低能

耗高效回收关键技术与应用 
南京工业大学 ,常州大学  

凌祥,黄维秋,彭浩,李洋,

钟璟,刘冬稔,王红宁 

4 18F013 
新型苯乙烯异丁烯共聚热塑性弹性

体（SIBS）制备及其应用技术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伍一波,郭文莉,李树新,

商育伟,崔秀国,张经瀚 

5 18F014 
深层油气钻井破岩技术及规模化应

用 

东北石油大学,渤海钻探工

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

院 

李玮,闫铁,陈世春,李思

琪,张立刚,刘维凯,刘永

峰,孙士慧,张晶莹,王亮 

6 18F016 
牙刷状油藏分层采油关键技术方法

创新及工业化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第五

采油厂 

付亚荣,马永忠,李   

云,李仰民,杨中峰,付  

茜,姚庆童,付丽霞,张睿

荫,李小永 

7 18F018 安全、高效杀虫剂四氯虫酰胺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

限公司 

李斌,杨辉斌,于海波,宋

玉泉,张国生,马晓华 

8 18F019 
功能性超支化聚合物合成及应用关

键技术 

中南民族大学,苏州太湖电

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

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武汉

超支化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张道洪,张俊珩,王晶,施

文磊,李宏,刘冠芳,张爱

清,李金林 

9 18F020 
新型高效阴、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体

系的研制及在油田中的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

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

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中国

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 

李应成,杨为民,张卫东,

陶光辉,汪庐山,吕新华,

孔柏岭,姚峰,黄建强,李

强 

10 18F024 生产低苯聚氯乙烯树脂的方法 
唐山三友氯碱有限责任公

司 

王志杰,陈炳谦,李瑞新,

陈福新,周爱存,马志超,

牛应东,覃德光,刘明杰,

王峰 

11 18F025 
污染场地中有机污染物的高级类

Fenton's 氧化修复技术及其应用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商照聪,李森,张长波,倪

晓芳,陈励科,张杨,张宏

玲,李云峰,廖志强,陈海

红,杨桂兰,葛伟林,钱金



泽,余锦涛,宋一帆 

12 18F026 
致密油气藏压裂酸化裂缝流动能力

优化与有效保持技术 

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

院 

郭建春,曾凡辉,赵志红,

卢聪,苟波,张涛,刘彧轩,

陈迟,王世彬,王兴文 

13 18F027 
油田污水特征颗粒污染物高效处理

技术及装备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油

田建设设计研究院,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地面工

程试验基地 

夏福军,吴迪,孟祥春,冯

涛,隋向楠,王庆吉,冯英

明,房永,裴艳玲,刘文杰 

14 18F029 
一种环己酮法生产己内酰胺工艺污

水的处理方法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北

京博汇特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天辰绿色能源

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杨克俭,李树华,李荣,吕

威鹏,段瑾,张雷,王绍伟,

梁军湘,赵斌,赵敏伟 

15 18F032 
纳米可控分散与高效复合处理剂研

制及工业化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石

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钻井工艺研究院,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集

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公

司 

柯扬船,周延军,乔军,邱

维清,刘硕琼,苏长明,程

时清,谭春飞,蓝强,杨英 

16 18F036 功能性多孔微球的制备技术及应用 

浙江大学,江苏晨光涂料有

限公司,浙江月旭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郭兴忠,杨辉,缪国元,屠

炳芳,薛亚波,薛昆鹏 

17 18F038 
自适应调流控水完井技术研究与应

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赵旭,姚志良,侯倩,张同

义,翟羽佳,李晓益,伊伟

锴,何祖清,何同,段友智 

18 18F039 

减缓老油田自然递减率关键技术及

方法创新——以提高油井有效时率

为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第五

采油厂 

付亚荣,付丽霞,马永忠,

罗金洋,杨中峰,付  茜,

姚庆童,唐  敬,郭青群,

张 凯 

19 18F040 
非常规储层及其含油气性评价预测

关键技术与工业化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长庆油田分

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江汉

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 

曾联波,李向阳,鞠晓东,

赵继勇,舒志国,狄帮让,

张峰,崔永谦,包汉勇,车

小花,陈双全,吕文雅,朱

如凯,彭勇民,赵宏林,丁

拼搏,卢俊强,安勇,樊建

明,汪剑,董少群,门百永,

魏建新,乔文孝,王兆生,

赵向源,廖宗湖,祖克威,

李剑,刘国平 

20 18F042 一种轮胎的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 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黄俊奇 

21 18F043 
超稠油 SAGD 开发光纤监测关键技

术与推广应用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 

潘勇,芦志伟,谢斌,段胜

男,王宁博,汪志,楚恒智,



邱露,李士建,王金龙 

22 18F044 基于有机质原料的聚氨酯泡沫材料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卧尔康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唐果东,李康,张宇,胡磊,

李梦石 

23 18F046 
天然源杀菌剂丁香菌酯的创制及其

产业化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

限公司,吉林省八达农药有

限公司,陕西农心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刘长令,关爱莹,李志念,

吴鸿飞,孙永吉,张国生,

费千武,郑敬敏,陈亮,雷

文博 

24 18F047 
海洋石油钻采装备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及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河北

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 

刘永红,蔡宝平,许宏奇,

袁晓兵,纪仁杰,陈艳东,

欧宇钧,李庆云,李小朋,

刘增凯 

25 18F049 
大规模超临界连续分离油浆制备高

性能针状焦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山东

益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徐春明,赵锁奇,许志明,

徐金城,孙学文,王继银,

张霖宙,彭  莉,刘  涛,

王仁安 

26 18F051 
致密油气成像测井关键技术与工业

化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庆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

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吐哈油田

分公司 

肖立志,石玉江,鞠晓东,

李长喜,胡法龙,廖广志,

周金昱,李霞,韩成,王长

胜,乔文孝,谢然红,王昌

学,张少华 

27 18F052 
高浓度工业废水生化处理的零价铁

和电子介体强化技术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宇都环

境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全燮,张耀斌,周集体,杨

凤林,陈硕,权伍哲,金若

菲,徐晓晨 

28 18F053 
绿色环保的纳米流体微量润滑基础

油制备与输运关键技术及工业应用 

青岛理工大学,上海金兆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民

族大学,山东鹏奥石油科技

有限公司,青岛滨海学院,青

岛博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李长河,张彦彬,张乃庆,

贾东洲,韩志光,杨敏,董

兰,栾杰 

29 18F055 
炼化企业胺液系统及酸性水汽提装

置节能与长周期高效运行技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薄德臣,张英,陈建兵,王

璐瑶,高明,胡珺,厉勇,邢

兵 

30 18F056 
钻井液用改性烷基糖苷产品的研制

及工业化应用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

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 

王中华,司西强,雷祖猛,

李伟廷,魏军,赵虎,谢俊,

王忠瑾,孙举,吕跃滨 

31 18F057 
高难污水环境友好处理成套技术开

发与应用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天津海化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

庆炼化公司动力厂 

滕厚开,陆彩霞,张艳芳,

谢陈鑫,李亮,霍莹,杨清

华,刘建秋,赵慧,李超 



32 18F059 
多元共沸物高效分离工艺与稳健控

制关键技术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新华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科技

大学 

王英龙,崔培哲,夏丙堃,

李鑫,马艺心,朱兆友,高

军 

33 18F060 
碳基高性能电化学储能复合电极材

料的开发和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辽宁

师范大学 

李忠涛,曲江英,吴明铂,

胡涵,赵青山,吴文婷,宁

汇,高峰 

34 18F061 
百万吨级煤间接液化关键及系统集

成技术 

上海兖矿能源科技研发有

限公司,煤液化及煤化工国

家重点实验室,兖矿集团有

限公司,陕西未来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 

孙启文,李希勇,张宗森,

李伟,刘继森,吴建民,岳

建平,蒋凡凯,孙燕,张金

泉,董正庆,杨正伟,董良,

颜芳 

35 18F062 腈水解酶工业催化剂的创制及应用 浙江工业大学 
薛亚平,柳志强,郑仁朝,

郑裕国,徐建妙,邹树平 

36 18F065 
激光陀螺专用稳定同位素 Ne-20、

Ne-22 的研制及示范应用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虎林,李良君,田叶盛,

吉永喆,姜永悦,龙磊,杜

晓宁,蔡扬,陈仙送,方华

仁 

37 18F066 
海相页岩气非线性渗流理论和高效

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页

岩气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

探开发研究院,中石化华美

孚泰油气增产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浙江海洋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朱维耀,吴建发,李武广,

马收,宋智勇,何家欢,宋

付权,沈瑞,李农,田春来,

尚新春,郭肖,杜坚,马东

旭,岳明,陈震,王世虎,周

小金,亓倩,刘文超 

38 18F067 
低渗透油田高压注水井带压作业关

键工具研发及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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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波,白小佩,李旭梅,

刘明,张安康,张雄涛,罗

有刚,梁万银,江智强,王

效明 

39 18F068 
桥式同心分层注水关键工具及配套

工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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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九政,巨亚锋,郭方元,

姚斌,杨玲智,毕福伟,罗

必林,王子建,王守虎,申

晓莉 

40 18F069 碳二前加氢催化剂的研发及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车春霞,梁玉龙,谭都平,

苟尕莲,景喜林,张峰,韩

伟,巩红光,蔡小霞,王书

峰 

41 18F070 
稠油油藏波动-化学辅助蒸汽高效

开发及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辽河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

田分公司,中国石油新疆油

田分公司风城油田作业区,

戴彩丽,蒲春生,赵光,张

洪君,赵明伟,吴川,刘静,

单朝晖,王森,刘逸飞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油田分公司 

42 18F071 核黄素磷酸酯钠的工业化制备方法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工程大学 

巨修练,何谧,郭韶智,郑

志长,孙先明 

43 18F075 

D-(-)苯甘氨酸及邓钠盐 JYM-6 相

转移催化工艺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开

发 

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 

张超,马晓丽,王仕高,卢

晓峰,王学波,宋仪川,谢

登龙,王广荣,杜树旺,袁

海青,吴自香,吴艳 

44 18F077 CT90 高强度变壁厚连续管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

司 

李鸿斌,汪海涛,李博锋,

刘云,王维亮,王亮,孙少

阳,张鹏,李小龙,黄晓江 

45 18F078 一种环保安全型碳氢清洗剂 
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

有限公司 
王旭明 

46 18F079 
节能节资型气相淬冷法蜜胺生产系

统及其工艺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唐印,袁仲武,杨秀珍,陈

端阳,雷林,刘朝慧,李旭

初 

47 18F080 
重组竹房屋建造关键的技术研究及

应用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苏俊 

48 18F082 
煤直接液化残渣改性道路沥青技术

及工程应用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

公司,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

究所,北京建筑大学,山西省

交通科学研究院,中咨公路

养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奥科瑞检测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季节,张传江,张胜振,魏

建明,王国栋,侯芸,韩来

喜,许鹰,盛英,索智,常鸿

雁,徐世法,赖世燿,卓锦

德,李海军 

49 18F083 
基于基团协同效应构建高性能无卤

阻燃聚合物 

北京工商大学,山东兄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钱立军,陈雅君,邱勇,汤

朔,郭秀安,许博,辛菲 

50 18F084 
高温高含水油藏提高采收率配套药

剂研发与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 

葛红江,雷齐玲,杨卫华,

程静,熊英,郭志强,冯刚,

李建军,赵冬云 

51 18F086 
骨化二醇绿色合成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花园生

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下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为科,金灿,刘建刚,王

子强,钱国平,孙彬,许文

灏,周嘉第,张彩菊,姜昕

鹏 

52 18F087 
高品质石墨烯连续化制备关键技术

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 

王钰,陈运法,李萌启,赵

增华,赵栋,段春阳 

53 18F089 
非均质油藏压裂全缝长表征自主研

发核心技术及规模化应用 

北京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华

巍博大（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采油工程研究院 

师永民,潘懋,王贤君,王

磊,杨晓武,张玉广,李兆

亮,陶秀娟,顾明勇 

54 18F090 
链烷醇胺绿色制备关键技术及其功

能产品在混凝土中的应用 

济南大学,济南天荣祥混凝

土有限公司,山东净金新能

源有限公司,茂名创源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 

叶正茂,卢晓磊,王业民,

董明,崔连锋,吴佳明 



55 18F091 
焦炉烟气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工业

示范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王树东,程昊,李德伏,袁

中山,苏宏久,张建国,张

学彬,倪长军 

56 18F092 
非常规油气系列新型多级滑套分段

压裂工具研制与产业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朱和明,朱玉杰,魏辽,侯

乃贺,戴文潮,李林涛,陈

现义,张宇,薛占峰,张瑞 

57 18F093 
低聚合度多羧酸大分子染料的创制

与工业化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 

张淑芬,唐炳涛,马威,吕

荣文,肖金秋,单斌 

58 18F094 
STRONG 沸腾床劣质渣油高效转

化成套技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中

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中

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 

方向晨,杨涛,朱慧红,张

春生,师敬伟,姜来 

59 18F095 
基于短纤维增强耐磨、抗刺扎轮胎

制造关键技术及装备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双星轮

胎工业有限公司 

汪传生,张德伟,沈波,张

勇,李利,李绍明,王静,边

慧光 

60 18F096 
老油田富油凹陷二次勘探关键技术

与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石油

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天津分

公司,北京诺克斯达石油科

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

研究院,中国石油集团东方

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赵贤正,金凤鸣,蒋有录,

柴细元,蒲秀刚,姜文亚,

刘力辉,卢拥军,白旭明,

张刘平 

61 18F098 多回风井通风系统风量分配新技术 

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原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

院） 

彭  云,童阳春,高忠民,

廖鹏飞,陈礼石,李寿山,

吴永波,宁晚云 

62 18F100 高电压真空断路器开发与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油田分公司,西安西电

电气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时振堂,杨彦冬,李琼,李

鹏,王勇煥,孙进,王登高,

刘存龙 

63 18F101 
测井定量评价低渗-致密储层饱和

度关键技术及工业应用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

公司现河采油厂,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

田分公司孤东采油厂 

韩学辉,黄文彪,孙中春,

罗兴平,王振林,秦志军,

肖淑明,李林祥,王建伟,

谭河清 

64 18F103 深井、复杂井膨胀管裸眼封堵技术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 徐丙贵,张全立,尹洪伟,



研究与应用 究院有限公司 郭慧娟,王建利,吕明杰,

刘志同,胡志坚,朱英杰,

刘继东 

65 18F105 
合成气直接法制烯烃小试及工业测

线研究 

北京高新利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张谦温,宋兆伟,孙锦昌,

赵明,孙嬛,杨大奎,张慧

茹 

66 18F107 
水溶性高分子重金属螯合絮凝剂的

研制开发 

天津壹鸣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纪涛,林爱军,何理,王建

伟,赵恩健,许亮,李萍,王

娟娟,朱雁鸣,郭涛,程熠

晴,张媛媛 

67 18F109 稠油热采调剖封窜关键技术研究 辽河油田曙光采油厂 

张守军,吴非,刘江玲,刘

恒,李晓玲,沈文敏,郭洪

军,许丹,何远哲,梁建军,

朱铁民,向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