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1 ZL201610806508.X 井眼扩径率计算方法及装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陈颖杰、徐婧源、邓传光、韩雄、刘阳、
程曦、袁和义

2 ZL201810329158.1 一种列车外厢清洗剂及其制备方法 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苏卜顺、冯侠

3 ZL201810329298.9
一种飞机外表面清洗剂及其制备方
法

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高超、冯侠

4 ZL200910081478.0 一种强造壁复合封堵剂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葛红江、马先平、刘希君、雷齐玲

5 ZL201410397678.8 一种带纵向隔板立式折流杆换热器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蒋小文、杜宇、杨桂春、徐儒庸、赵栓柱
、戴丹、朱为明、吕志尧、刘灿刚、李耸
峰、张来勇

6 ZL201010524685.1
一种丙烯/丁烯无规共聚物的制备方
法及其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宋文波、魏文骏、郭梅芳、张师军、于佩
潜、胡慧杰、张晓萌

7 ZL200910067180.4 丙烯两步加氧法制丙烯酸的混合器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李欣平、巩传志、王革、张军、马庆刚、
李志远、魏立林、周江沛、刘学线、王巍
、刘利、刘丽娟、孙文生、杨莉、陆洋、
郭晓宇、李响、王宏、乔士洪

8 ZL201611016370.X
一种改性萜烯酚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及其在轮胎胎面胶中的应用

江苏麒祥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彭华龙、谢翛然、姚翔、尹兴昌、房建明

9 ZL201310602932.9
水力压裂裂缝在砂泥岩薄互层地质
界面断裂扩展判识方法

北京科技大学
朱维耀、王增林、高英、李爱山、宋洪庆
、马收、岳明

10 ZL201210270677.8
一种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卸船管线的
冷却系统及方法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李文忠、白改玲、李艳辉

11 ZL201610230476.3
一种用于氙灯老化箱的辐照计及其
测量方法

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彦宇、高祥、孙耿鹏

12 ZL201110109666.7 评价防锈油脱水性能的测试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东、傅树琴、邓象贤、王靖宇、严丽
珍、黄劲松

2020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专利奖”受理项目公示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13 ZL201410380636.3
一种阳离子聚合物稠化剂、压裂液
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王中泽、曾昊、徐克彬、王航、周涛、提
云、徐昊洋

14 ZL201410511508.8
一种含海藻精膨果型大量元素水溶
肥及其制备方法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婷婷、何守学、崔然、彭玉净、王洪富

15 ZL201210410519.8
一种甲基烯丙醇聚氧乙烯醚的合成
方法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胜利、金一丰、马定连、万庆梅、董楠

16 ZL201610751732.3
一种基于细粒式高性能沥青混凝土
的重载交通道路铺面结构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中化学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晓燕、韦金城、王林、马士杰

17 ZL201510964851.2 一种降低煤灰熔融温度的方法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井云环、马乐波、杨磊、蒙军、罗春桃、
夏支文、杨英

18 ZL201811555498.2 一种电液执行器控制系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航天
动力研究所

田中山、井健、赖少川、董珊珊、杨昌群
、张书容、刘维国、徐中节

19 ZL201510744900.1
采用水下喷射气流控制导管架平台
井口区碎冰堆积的方法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万军、黄焱、郝宝齐、张晓、董坤、杜夏
英、张伟、倪先锋、周晓艳、桑军、陈文
峰、赵希宝、肖辉、胡伟、李翔云

20 ZL201010276527.9
稠油井筒降粘方法及适用于稠油掺
稀比的确定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窦之林、赵海洋、陈朝刚、任波

21 ZL201310627850.X
一种处理制备2、6-二甲酚的工艺污
水的方法

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赵建朝、王维新、张小林、韩秋阳、刘林
、胡丽丽

22 ZL201210346679.0
一种油基钻井液用降滤失剂及其制
备方法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柳颖、高远文、李建成、关键、孙延德、
任艳、王丽君、景烨琦、鲁政权、王健、
郭林昊、朱春光、袁伟、匡绪兵、闻丽、
崔晓艳、王丽东、杨鹏、洪伟、

23 ZL2017108269908
碳酸盐岩油藏二采中后期提高采收
率的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胡文革、赵海洋、王雷、吴文明、何龙、
何晓庆、焦保雷、杨建清、甄恩龙、巫光
胜、钱真、王敏健、田亮、柏森

24 ZL201310561998.8
水基钻井液废弃物固液分离设备及
方法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彭春耀、杨金荣、刘义元、刘洪涛、张鑫

25 ZL201210566550.0
一种羟基封端聚二甲基硅氧烷的制
备方法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星火
有机硅厂

廖桂根、章淑娥、黄素梅、汪永红、张伶
俐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26 ZL200910220786.7 超短半径径向钻井工具系统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施连海、钟富林、杨帆、刘湘基

27 ZL201210131534.9
节油型半钢子午线轮胎胎面橡胶组
合物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丁玉华、单国玲、顾高照、焦文秀、孙希
华、张海盟、丁全勇

28 ZL201410345598.8
一种酸性条件下快速分散增粘的压
裂增稠剂及其制备方法

昆山京昆油田化学科技开发公司
邓明宇、何建平、彭树华、崔俊杰、吴志
明、尹恒、朱明山、巩沛鑫、陈卫平、籍
淑贤、蒋杰、陆辉、肖青香

29 ZL201710056054.3 聚醚酮酮的连续生产工艺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光辉、孙庆民、喻桂朋、贾亚非、黄桂
青、马团芝、薛居强、张聪聪、王军、张
际亮、张泰铭

30 ZL201511021353.0
一种聚甲醛内气态甲醛的含量测定
方法和收集装置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玮婧、杨占奇、王治泉、赵建宁、田广
华、张维、罗春桃、李虎、方伟、宋美丽
、杜振威、孙亚楠、李丽英

31 ZL201710483330.4
一种用于除油器的强制电流阴极保
护装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秋英、羊东明、杨祖国、朱原原、葛鹏
莉、张志宏、王川、李休萍、石同群

32 ZL201810802356.5
一种单轴离心压缩机组及低能耗操
作方法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侯佑松、张立、邓建平、孙鸿声、郑秀萍
、周根标、聂永康、孙建军、洪杨、李媛
、施欢

33 ZL201810959094.3
管线压缩机泄压紧急停车、正常停
车后一键启动控制方法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马凯、赵林涛、张庆、王莉、王华强、张
保平、王东升、校岳虎

34 ZL201510657221.0 一种用于可燃气体的组合式除尘器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秋萍、谢嘉、徐永杰、刘德礼、程建伟

35 ZL200410050960.5 高性能环保型熟胶粉及其制备方法 广州市高士实业有限公司
胡新嵩、曾军、黎耀钟、邓丽华、何宗业
、莫万全

36 ZL201710025889.2 一种炼厂干气制备乙苯的方法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孙川、栾波、王耀伟

37 ZL201310184084.4
一种工业废水中无机盐的提取方法
以及工业废水的资源化利用方法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孙国庆、李志清、凌晓光、侯永生、袁良
国、宋吉奎、韩永利、冉启志、刘世生、
李德胜、张庆华、李燕飞、李盼盼、王海
燕、任光明、夏振凤、周长辉、邢肖、李
宁、王尚杰

38 ZL201811010567.1 复合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应用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王勇、吕国锋、于丽丽、王哲、毛善俊、
唐静思、李浩然、陈志荣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39 ZL201410198414.X
用于模内装饰技术中薄膜的聚碳酸
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广东中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朱怀才、王忠强、徐文明、林和武、钟毅
文

40 ZL201410743082.9 一种重质船用燃料油优化调合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刘名瑞、肖文涛、王晓霖、薛倩

41 ZL201610208313.5
一种液化石油气外输管道停输后的
管道稳压系统及方法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陈俊文、杨帆、郭艳林、王磊、缪晖、汤
晓勇、胡连锋、陈庆、赵伏锐、杨强、马
先、代科敏、明亮

42 ZL201510864578.6
一种利用磁性树脂分离提纯赤霉素
GA3的工艺

南京工业大学
胡永红、顾鹏飞、杨文革、洪厚胜、钱永
根、马小平、华文、欧阳平凯

43 ZL201310170826.8
一种含聚丙烯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河、袁炜、孟永智、罗春桃、方伟、张
彩霞、姚敏

44 ZL201810932143.4 多回风井矿井通风系统设计方法 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彭云、廖鹏飞、童阳春、高忠民、陈礼石
、李寿山、宁晚云

45 ZL02119480.7 草甘膦酸盐可溶性固体剂型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不凡、周曙光、郑红朝、陈志明、蒋志
秋、李江、宋新峰

46 ZL201610477271.5
浅层超稠油SAGD高温密闭集输装置
及其方法

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蒋旭、黄强、于海洋、张侃毅、顾凯、夏
新宇、李倩、刘景宇、姜力、杨立辉、李
博

47 ZL201310115776.3
三次采油采出液中聚丙烯酰胺浓度
检测方法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

孙琦、张晓晨、赵劲毅、孙远卓、黄文庆
、李国桥、纪海龙、贾凌志、郭明

48 ZL201310419480.0 一种煤焦油过滤装置及过滤方法 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杨占彪、王树宽

49 ZL201710424997.7
正丁烯骨架异构制备异丁烯催化剂
应用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陈志伟、徐泉、周红军

50 ZL201210040976.2 脱硝催化剂用二氧化钛的生产方法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化全、孙鹏

51 ZL201410111893.7
快速脱模低硬度聚氨酯弹性体组合
物的制备方法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徐军、陈海良、张芳、崔汝岭

52 ZL201510236215.8 一种用于储罐清洗的密闭连通装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

郭俊杰、吴顺生、姜群发、刘建强、杨林
、王志强、苗振坤、李维富

53 ZL201010582347.3
高速铁路系统用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张永、雷岳文、梁惠强、肖军华、张现军
、李文龙

54 ZL201610774027.5
一种低品位水镁石高效率制备改性
氢氧化镁阻燃剂方法

合肥中科阻燃新材料有限公司 王立贵、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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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ZL201310370437.X
一种氮杂卡宾类钯催化剂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安、曹育才、吴向阳、叶晓峰、倪晨、
李永清

56 ZL200910161725.8
一种循环回收利用（H4）2O3生产
BaO3的方法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姜志光、华东

57 ZL201320632899.X 一种干煤粉气化组合烧嘴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焦洪桥、郭伟、罗春桃、井云环、黄斌、
雍晓静、侯茂林、杨磊

58 ZL201510731716.3 一种EPO用户端口测试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庆石油管
理局

许代红、魏庆安、杨庆丰、王立军

59 ZL201210560106.8 连续管注入头试验模拟加载装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集
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中国石油集团
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江汉机械研究所

杨高、贺会群、刘寿军、张士彬、熊革、
罗刚、马青、吴大飞、彭治兰

60 ZL201710671635.8
一种催化合成5-甲基-3、4二氢吡啶
-2(1H)-酮化工中间体的方法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瑞祥
化工有限公司、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

王根林、丁克鸿、徐林、王刚、殷恒志、
崔竞方、王铖、陆林华

61 ZL201610828047.6
一种以甘油法二氯丙醇为原料生产
环氧氯丙烷的工艺改进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瑞祥
化工有限公司、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王怡明、徐林、丁克鸿、邵波、顾志强、
严绘、卞辰超

62 ZL201510549980.5 注入井作业油套分流平衡防喷管柱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

黄有泉、孙晓明、郝伟东、李东雷、滕海
滨、王立勋

63 ZL200410013736.9
油田废弃滤料回收处理系统及其回
收处理方法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庆油田工程
设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夏福军、金荣焕、王庆吉、冯涛、李鑫、
陈鹏、焦福斌、刘宏彬、周鹏、陈悦武

64 ZL200410029853.4
定量评价混源天然气源岩贡献比例
的方法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张居和、冯子辉、李景坤、方伟、霍秋立

65 ZL201610266124.3 一种改变双井抽油机冲程的方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大庆石
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彭章建、邢延方、宛立达、王德威、李金
民、王庆喜、郝军才

66 ZL201510655158.7
一种刚性增强聚甲醛复合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国家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
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方伟、张彩霞、李丽英、田广华、罗春桃
、袁炜、孟永智、杨玮婧、郑鹏程、李磊
、黄河

67 ZL201710422245.7
提高费托合成柴油密度的装置及方
法

国家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
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增杰、刘素丽、梁雪美、安良成、袁华
、邵光涛、袁炜、罗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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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ZL201310056217.X 一种聚甲醛稳定化处理方法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方伟、罗春桃、袁炜、赵建宁、李虎、张
彩霞、申宏鹏、姜慧婧、余中余、孙亚楠
、黄河、张维

69 ZL201711237235.2 采油管柱及油气开采作业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陈晓华、杨德锴、张杰、李夯、李渭亮、
廖洪千、马清杰

70 ZL03137914.1 羰基化合物的氨肟化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吴巍、孙斌、李永祥、程时标、王恩泉、
张树忠

71 ZL201310632669.8
一种重氧水真空级联精馏工艺间歇
生产超纯16O水的方法及装置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联泓同
位素科技有限公司

刘严、周建跃、肖斌、秦川江、李猷、谷
宏森、池毅、蒋琮琪

72 ZL201380030455.1
一种全氟-2-甲基-3-戊酮及中间物
的制备方法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蓝天环保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倪航、张建君、白占旗、冉德强、潘彦、
方小青

73 ZL201610397256.X 一种石化废水的处理方法 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 夏季春

74 ZL201710103260.5
一种页岩气水平井快速精细地质导
向方法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
司、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杨国圣、胡德高、刘尧文、王振兴、潘军
、廖勇、冯爱国、何文斌、徐向、叶应贵
、叶鑫、卢坤辉、谭淙文、赵红燕、陈四
平、石元会

75 ZL201410852548.9 一种高温高压井筒模拟装置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郭继香、杨矞琦、赵海洋、王雷、吴文明
、任波、杨祖国、欧阳冬、张江伟、殷璎

76 ZL201010520169.1 一种液动射流冲击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索忠伟、牛新明、陶兴华、张海平、涂玉
林、刘鹏、胡彦峰、刘建华

77 ZL201610859624.8 一种多菌灵的制备方法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瑞祥
化工有限公司、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杨树斌、徐林、丁克鸿、沈杰、王丹、胡
洋洋

78 ZL201110325843.5
一种丙酮在碱性催化剂下液相缩合
制备异佛尔酮的方法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
(宁波)有限公司

何岩、员玫、李浩、丁建生、黎源、杜永
顺、罗务习、赵文娟、张志合、于学丽

79 ZL201510226943.0 一种聚氨酯弹性体及其制备方法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苏丽丽、石雅琳、韩冰、郑直、王振

80 ZL201410406781.4
催化剂、用该催化剂生产丙烯酸的
方法和反应系统

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李雪梅、刘书举、庄岩、吴通好、马建学
、褚小东、季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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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ZL201510507618.1
一种分层采油井下油嘴直径的确定
方法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付亚荣、严建奇、马永忠、刘春平、李小
永、张志明、李云、崔延杰、靳利、姜一
超、姚庆童、李冬青、付丽霞、付茜、曹
瑾

82 ZL201510982650.5
对氯铝酸类离子液体废催化剂进行
处理的方法及处理系统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陈春茂、刘植昌、张睿、孟祥海、徐春明
、刘海燕

83 ZL201610010462.0 一种颗粒硼镁肥酸法免干燥制备工 金玛（宽甸）肥业有限公司 刘金友、王洪涛、孙伟

84 ZL201410505286.9
尾管悬挂器及包括其的管柱式固井
系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张瑞、阮臣良、马兰荣、侯乃贺、李夯、
邵志香

85 ZL201410617368.2 一种烷烃杂质深度净化方法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周广林、王晓胜、周红军

86 ZL201310367836.0
一种低粘度高聚合度结晶II型聚磷
酸铵的制备方法

清远市普塞呋磷化学有限公司 谢思正、周侃

87 ZL201310610657.5
一种泳池扶梯踏板用的玻纤增强聚
丙烯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沈旭渠、张翼翔、陈锐彬、姚杏梅、李玲
玉

88 ZL201710505535.8
一种基于红外线油气管道泄漏检测
装置及检测方法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沈书乾、陈阮、李海三、吕敏

89 ZL201510366439.0
一种防止芳香胺变色的复合抗氧剂
组合物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中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付刚、蔡文蓉、鄢冬茂、褚卫华、顾杰

90 ZL201510201608.5
一种减压间歇侧线出料精馏提纯桃
醛系统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孝平、许保云、吴高胜、艾波、包春凤
、翟金国、李良君、束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