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拟授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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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F122 

页岩气水平井

缝网压裂技术

及应用 

西南石油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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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油

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国石

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

限责任公司,东方宝麟科技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捷贝通石

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菲尔特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赵金洲,2.蒋廷学,3.任岚,4.

李勇明,5.吴雷泽,6.吴建发,7.

鲁红升,8.刘伟,9.杜林麟,10.

尹丛彬,11.曾斌,12.李武

广,13.毛金成,14.李奎东,15.

李双明,16.张固澜,17.欧成

华,18.李远照,19.王海涛,20.

付永强,21.张斌,22.唐凯,23.

王宝峰,24.肖佳林,25.陈鹏

飞,26.刘通义,27.李嘉,28.胡

永全,29.潘树林,30.刘平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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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F034 

高温浆态床费托合

成催化剂及其工业

应用技术 

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中科合

成油内蒙古有限公司,中科合成油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杨勇,2.李永旺,3.王

洪,4.温晓东,5.王缠

和,6.青明,7.霍春芳,8.

张成华,9.高军虎,10.周

利平 

2 19F052 
生物荧光成像染料

及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深圳迈瑞生物医疗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樊江莉,2.杜健军,3.王

静云,4.吴彤,5.孙文,6.

李朝阳,7.许文娟,8.叶

燚,9.陈庚文 

3 19F055 

放线菌药物高效生

物合成关键技术及

其产业应用 

浙江大学,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新药

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1.李永泉,2.陈晓霞,3.毛

旭明,4.朱健,5.韩敏,6.

江辉 

4 19F068 

基于变径流化床反

应器的复杂气固催

化反应工艺开发与

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

化工科学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

研究院,淮安清江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1.许友好,2.何鸣元,3.崔

守业,4.赵日峰,5.王仰

东,6.张春生,7.陈辉,8.

林崧,9.王永军,10.周建

文 



 

5 19F086 
高效气固分离膜技

术及装备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久朗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膜材料产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加怡热电有

限公司 

1.仲兆祥,2.邢卫红,3.张

峰,4.汪勇,5.武军伟,6.

周群,7.冯厦厦,8.王国

华,9.韩峰,10.郭红林 

6 19F091 

陆相页岩油含油性

评价关键技术及工

业化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油田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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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匡立春,2.孙中春,3.肖

立志,4.支东明,5.王小

军,6.刘忠华,7.宋永,8.

廖广志,9.贾希玉,10.秦

志军 

7 19F098 
化学驱低效循环识

别与控制关键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庆油田

有限责任公司,东北石油大学,中

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1.侯吉瑞,2.王渝明,3.宋

考平,4.张健,5.刘同

敬,6.王进旗,7.张吉

昌,8.皮彦夫,9.王加

滢,10.第五鹏祥 

8 19F099 

面向工业含硫气体

深度净化的“超重

力+”新技术及应用 

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化分公司 

1.孙宝昌,2.罗勇,3.陈建

峰,4.姜磊,5.张亮亮,6.

初广文,7.邹海魁,8.黄金

刚,9.赵 宏,10.杨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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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F009 

炼化企业提质增效

高效加氢裂化催化

剂的创制及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

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石化上海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扬子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1.杜艳泽,2.秦波,3.柳

伟,4.陈鑫,5.王仲义,6.

关明华,7.周能冬,8.廖年

礁 

2 19F014 

深层油气勘探地球

物理关键技术及应

用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

木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 

1.孙赞东,2.王学军,3.李

晓光,4.韩剑发,5.张远

银,6.朱兴卉,7.范畅,8.

王亚静 

3 19F037 

木质生物质-重油

共加工技术研究开

发与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广饶金王石

化有限公司 

1.刘东,2.宋林花,3.吴萍

萍,4.师楠,5.陈坤,6.夏

薇,7.温福山,8.李庆银 

4 19F038 

深部难钻地层井下

钻柱减振增压提高

钻速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石化胜

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渤海钻井总公

司,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

限公司克拉玛依钻井公司,中石化

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临盘钻井分

公司,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

公司海洋钻井公司,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1.管志川,2.刘永旺,3.史

玉才,4.廖华林,5.许玉

强,6.屈刚,7.李科,8.宋

洵成 



 

5 19F053 

动力电池关键材料

的研发及资源化回

收技术 

浙江工业大学,天能电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创亚动力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浙江兴海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淮南通霸蓄电池有限公司,浙

江美能电气有限公司 

1.郑华均,2.王连邦,3.高

云芳,4.吕猛,5.杨建

芬,6.吴晓潭,7.谭晓

波,8.靳斌 

6 19F054 

生物质定向热解制

取特种液体燃料及

品质调控关键技术

与应用 

东南大学 
1.肖睿,2.张会岩,3.黄亚

继,4.吴石亮 

7 19F077 

高含硫气藏复杂物

理化学渗流实验方

法与应用 

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国

家能源高含硫气藏开采研发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江苏华安科

研仪器有限公司 

1.郭肖,2.郭平,3.刘建

仪,4.陈京元,5.周理,6.

马晶晶,7.周明,8.胡景宏 

8 19F089 

钻井提速提效工具

技术开发及大规模

应用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

司,西南石油大学,东北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

油田分公司 

1.陈世春,2.田家林,3.柳

鹤,4.刘永峰,5.王建

龙,6.周宝义,7.周俊

然,8.李玮 

9 19F090 

高端锂电池电解液

用超高纯度碳酸亚

乙烯酯制备技术研

究与应用 

苏州华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

京工业大学 

1.管国锋,2.王振一,3.王

小龙,4.万辉,5.王磊,6.

丁靖,7.冯能杰 

10 19F117 

不同模式多孔介质

油气渗流实验新技

术与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

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咨询中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

研究院,长江大学 

1.吕伟峰,2.姜林,3.贾宁

洪,4.江航,5.许世京,6.

洪峰,7.李军诗,8.杨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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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F011 

极端工况下油气装备

的表界面强化技术及

其应用 

东北石油大学,天津大学 

1.汪怀远,2.朱艳吉,3.

王池嘉,4.刘战剑,5.王

纪孝,6.倪广元 

2 19F013 
泥页岩井壁损伤流变

失稳研究 

西安石油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油厂 

1.王萍,2.屈展,3.黄

海,4.陈博,5.吴文瑞,6.

崔莹 

3 19F018 

满足多维加工的缓释

长效抗菌树脂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究及开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化工研究院,青岛海尔洗衣

机有限公司 

1.张师军,2.李杰,3.吕

佩师,4.初立秋,5.刘跃

滨,6.吕明福 

4 19F019 
海上油气田流动管理

技术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

海石油（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

1.李清平,2.姚海元,3.

史博会,4.冒家友,5.朱

海山,6.程兵 



 

分公司 

5 19F020 

高性能溶聚丁苯橡胶

微观结构调控技术开

发及工业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研究院,北京化工大

学 

1.董静,2.张华强,3.丛

日新,4.李振昊,5.韩丙

勇,6.鲁建民 

6 19F035 

安全、高效杀螨剂乙唑

螨腈的创制及其产业

化开发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

司,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1.李斌,2.于海波,3.于

春睿,4.宋玉泉,5.张国

生,6.林洋 

7 19F039 
炼油碱渣中和硫回收

及水气净化成套技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石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石化

青岛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刘忠生,2.徐春生,3.

方向晨,4.赵磊,5.刘志

禹,6.王继良 

8 19F045 

提高稠油热采收率的

新型蒸汽封窜协同化

学降黏技术及工业化

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胜利油

田华滨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曲剑波,2.张晓云,3.

王向鹏,4.陈文婷,5.吴

伟,6.郑云香 

9 19F046 
水飞蓟素提取工艺改

进与质量标准研究 

沈阳化工大学,辽宁沃德药业

有限公司 

1.孟艳秋,2.吴长军,3.

姜新东,4.于海美,5.李

磊,6.李贵民 

10 19F047 

高稳定性反应控制相

转移催化剂开发及其

在清洁制备环氧氯丙

烷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1.高爽,2.张毅,3.吕

迎,4.赵公大 

11 19F056 
油套管螺纹连接气密

封性检测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西南石油大学 

1.袁光杰,2.金根泰,3.

胡刚,4.高飞,5.董胜

伟,6.夏焱 

12 19F061 

淤浆工艺聚乙烯催化

剂及高性能聚乙烯系

列产品开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研究院 

1.李红明,2.义建军,3.

张明革,4.刘宏吉,5.曹

景良,6.张希来 

13 19F071 

分离提纯工艺及装置

优化控制技术研究与

应用 

长春工业大学,楚天华通医药

设备有限公司 

1.李慧,2.尤文,3.李丙

林,4.秦伟,5.马海涛,6.

石建华 

14 19F073 

新疆油田特殊水型采

出水处理工艺及装置

集成化 

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

司 

1.杨萍萍,2.郑帅,3.付

蕾,4.罗春林,5.刘建

超,6.杨立辉 

15 19F076 
深井、复杂井膨胀管裸

眼封堵技术与应用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1.徐丙贵,2.尹洪伟,3.

郭慧娟,4.吕明杰,5.王

建利,6.刘志同 

16 19F094 
油气输送管线不动火

带压维抢修工艺技术 

克拉玛依红山油田有限责任公

司,西安石油大学,新疆油田公

司采油一厂,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新疆润霖新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 

1.梁爱国,2.蒋华义,3.

张君劼,4.蔺爱国,5.王

玉龙,6.王庆林 

17 19F118 
垂直钻井系统研究与

应用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

限公司 

1.汝大军,2.黄峰,3.马

哲,4.陈世春,5.王鹏,6.

刘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