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评审编

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20F001
氮掺杂炭负载型加氢催
化剂创制及应用

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
公司,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王勇,陈志荣,吕国锋,毛善
俊,王 哲,李浩然,于丽丽,马
啸,黄国东,胡柏剡,王柳枫,
李建清,邓江,巩玉同,田金
金,吴可军,张凯超,李其川,
陈春红,徐志超,谢磊,毛建
拥,王静,魏中哲,潘洪,李名
明,苏叠峰,许永锋,朱全东,

2 20F002
油田油泥制备橡胶类填
充助剂关键技术与产业
化

青岛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石
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胜利油田金
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匡少平,徐仲,吴信荣,于国
明,黄雪松,张俊锋,欧天雄,
刘德华,吴占超

3 20F004
新型除草剂草铵膦纯化
新工艺的开发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
黄延昌,徐家俊,吴艳芳,尹云
吉,蒋伟,苏范胜

4 20F005
非常规油气钻井中稳定
井壁与保护油气层新技
术及规模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
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钻井液公司,中国石油大港油田
石油工程研究院,中国石油集团
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西南石油大
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油田分公司,中海油能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新项目事业
部,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
有限公司钻井液分公司,中国石
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第四钻井工程分公司,中海油能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湛江分公司,北京石大博诚科技

蒋官澄,贺垠博,彭春耀,骆小
虎,付大其,周宝义,杨丽丽,
谭宾,黄贤斌,白杨,梁兴,冯
雷,陈长伟,全晓虎,冯永存,
崔凯潇,董腾飞,尤志良,刘敬
平,邓金根,罗绪武,史赫,倪
晓骁,任妍君,邓正强,许朋
琛,王凯,张耀元,吕开河,冯
海平

5 20F007
气相超稳分子筛连续化
工艺及其催化剂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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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
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

周灵萍,许明德,田辉平,刘天
波,杨凌,杨雪,毛安国,王生
吉,武一,王世环

6 20F008
薄层增产连续管径向钻
孔技术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胡强法,张友军,陈 智,张
炎,朱峰,于东兵,吕维平,辛
永安,盖志亮,付悦,黄志刚,
贾夏,张士彬,张正,周士杰

7 20F010
致密砂岩油气藏多尺度
表征与提高采收率关键
理论技术创新及应用

西安石油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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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
司第三采气厂

高辉,王琛,解永刚,曹杰,任
国富,李向平,赵金省,魏千
盛,康博,窦亮彬,赵凯

8 20F012
延长油井免修期关键技
术与方法创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油田公司第五采油厂

付亚荣,付丽霞,李小永,曹
飞,孔红芳,张凯,于春玲,宫
艳红,姜一超,孙斌

9 20F014
大功率稀土永磁节能电
机磁体设计与规模化应
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盛
金稀土功能材料股份公司

于濂清,智倩倩,韩雪,徐飞,
张亚萍,朱海丰,王金慧,杨钱
龙,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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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F016
宽温结构化脱硝催化剂
开发及其在工业炉窑烟
气深度净化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沈
阳化工大学,安徽威达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威达蓝海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许光文,余剑,李长明,解彬,
郭凤,吴昊,高士秋,黄乃金,
甘丽娜,朱传强

11 20F017
弹性体材料的超临界发
泡及产业化

青岛科技大学
张振秀,温时宝,张昕,夏琳,
马乐园,辛振祥

12 20F018
鄂东气田煤层气储层测
井综合评价技术

西安石油大学,西安科技大学,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韩
城分公司

刘之的,汤小燕,赵靖舟,王
伟,季亮,王得志 ,边利恒 ,
杨海星 ,耳闯,罗淑欣

13 20F019
超深井、页岩气井开采
用超高强度CT110连续
油管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汪海涛,余晗,毕宗岳,刘云,
李鸿斌,赵勇,王维亮,李博
锋,王亮,李小龙

14 20F021
多膜技术与分子筛生产
集成的无废水排放新工
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
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杭州水处理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中
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湖南建
长石化有限公司,北京廷润膜技
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罗一斌,刘中清,周丽娜,金可
勇,戴泳,廖凯波,刘芬,高从
堦

15 20F022
绿色节能釜压发泡聚丙
烯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及
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化工研究院,中国石化上海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郭鹏,徐耀辉,吕明福,张锋,
张师军,李杰,张斌波,高达
利,侴白舸,翁向斌

16 20F023
面向工业石油气体的深
度脱硫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石化
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东
营万业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夏道宏,高继峰,朱丽君,程大
友,孙娟,项玉芝,宋世昌

17 20F024
富甲烷气清洁高效非催
化部分氧化制合成气成
套技术

华东理工大学,宁夏大学,中石
化宁波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宁
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西安拓
沃能动科技有限公司

王辅臣,代正华,亢万忠,于广
锁,许建良,梁钦锋,陈雪莉,
郭庆华,龚岩,宋旭东

18 20F025
石油化工废物的综合再
利用

乐陵力维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建筑大学

赵启龙,石磊,董其龙,杜婕,
邢忠舜,李学斌,王建鹏,王晓
敏,李洋洋

19 20F026
高精度井中地震技术创
新及成效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
探有限责任公司

李彦鹏,蔡志东,储仿东,艾维
平,金其虎,李建国,陈沅忠,
徐刚,李飞,容娇君

20 20F027
大孔聚合物层析介质新
型制备技术及其应用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苏州博进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张荣月,靳海波,瞿欢欢,何广
湘

21 20F028
油气管道清管器在线跟
踪定位技术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管道分公司

邱红辉,王海明,蔡永军,富
宽,郑健峰,吴琼

22 20F029
石化管线基础设施施工
安全保障与运营风险评
价关键技术

青岛理工大学,海南大学
李亮,袁长丰,胡俊,路世豹,
褚雪松,翟明,刘旭

23 20F030
面向海上天然气脱碳净
化的PTFE中空纤维膜接
触器技术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曹义鸣,康国栋,李萌,刘丹
丹,王丽娜,周美青,华从贵,
于海军,刘健辉,介兴明

24 20F031
压裂返排液选择性处理
回用技术及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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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
院,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

王宝峰,赵辉,龚小芝,陈作,
位华,黄静,张国强,刘建坤,
杨云鹏,魏娟明

25 20F032
稠油热采井温度压力振
动监测技术与工业化应
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油田分公司,清华大学,北
京知觉科技有限公司

谢斌,张敏,潘勇,董小卫,舒
博钊,邹琪琳,汪志,刘海龙,
王宁博,黄建波



26 20F033
自缔合高温抗盐压裂液
体系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
限公司井下作业分公司

王中泽,孙海林,徐克彬,曾
昊,王航,陈   清,余芳,杨小
涛,杨   昱,提   云,屈兴华
,瞿红霞

27 20F034
深层高压裂缝型气藏渗
流物理模拟方法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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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川中油气矿,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
司克拉油气开发部,中海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郭平,汪周华,杜建芬,贾静,
王洪峰,姜平,付新,雷霄,刘
煌,任俊杰

28 20F036
液化天然气（LNG）系
列装备关键技术及应用

兰州交通大学,甘肃中远能源动
力工程有限公司,兰州兰石换热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张周卫,汪雅红,张小卫,苏斯
君,丁世文,杨惠君,李炎,刘
智勇,李建霞,庞凤皎

29 20F037
高性能聚烯烃复合材料
管道强韧化关键技术及
其应用

康命源（贵州）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大学,
潍坊中云科研有限公司,贵州正
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贵州
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强,王华,张泽奎,赖海军,
宋义虎,上官勇刚,周成立,陈
洪松,李学

30 20F038
低VOC高回弹聚氨酯泡
沫组合料的研制及产业

江苏向阳科技有限公司
李祥庆,朱士洪,沈凯华,李
铁,朱鑫,王洪华

31 20F039
甲苯甲醇制对二甲苯联
产低碳烯烃移动床
（DTMPX）技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许磊,罗万明,袁扬扬,王军
峰,常福祥,李军,张英伟,张
浩文,张新志,田金光

32 20F040
杜仲胶加工关键技术与
在航空轮胎中的应用

沈阳化工大学,三橡股份有限公
司,空军装备部驻沈阳地区军事
代表局驻沈阳地区第四军事代

方庆红,杨凤,张惠珍,康海
澜,常浩,李东翰,宁永刚,李
文胜,祁跃猛,湛瑞芳

33 20F041
甲醇重整制氢及其燃料
电池系统关键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博氢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

马紫峰,于新海,原鲜霞,沈建
跃,涂善东,杨林,房建华,蒋
淇忠,陈刚,张子瑜

34 20F042
天然气液化与NGL回收
技术集成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王  红,宋媛玲,林  畅,安小
霞,贾琦月,赵文学,陈以文,
李佳,张帆,范吉全

35 20F045
F-T合成油品非硫化态
催化剂加氢精制催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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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任杰,李永旺,张怀科,吕恩
静,刘粟侥,杨勇,曹立仁,毕
冬冬,闫成东,王雪峰,霍立
芳,杨永宁,王峰,侯潇云,陈

36 20F046
非铬系氟化物催化剂的
制备及其工业应用技术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吕剑,王博,张伟,毛伟,曾纪
珺,段琦,秦越,韩升,马辉,白
彦波

37 20F047
高顺式定向稀土催化剂
合成及稀土丁戊橡胶技
术开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张华强,张学全,董静,李福
崇,李旭,窦彤彤,李伟天,任
海鸥,王锋,丛日新

38 20F048
基于溶胶凝胶技术的金
属高抗蚀环保涂层新材
料

浙江大学,浙江今飞摩轮有限公
司,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金华
格灵功能涂层材料研究所有限
公司,浙江鹏孚隆新材料有限公
司,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
院台州分院

杨辉,申乾宏,樊先平,阙永
生,吴春春,刘杰,毛国荣,王
真,盛建松,李跃

39 20F049
CQ-ACAP油井井筒防腐
剂产品系列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低渗透
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

张新发,郭亮,徐军,李世勇,
吴保玉,陈怀兵,张军峰,薛
艳,金祥哲,曲先伟



40 20F050
阿托伐他汀钙化学-酶
法合成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乐普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王亚军,柳志强,洪华斌,郑裕
国,颜剑波,林义,陈正许,徐
建妙,郑仁朝,王志华

41 20F053 高粘度有机硅乳化技术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姜宇嵘,伞振鑫,龙娇秀,黄素

42 20F054
重油乳化连续进料工程
化技术及其催化裂化调
控机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
鲁分公司研究院,华东理工大
学,山东科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许金山,曹发海,申涛,达建
文,陈辉,许晓斌,温福,李涛,
许军,郑建军

43 20F056
节水装备研发与制造示
范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庆山,许忠义,俞秋平,陈美
岭,康金福,李红春,蔡生吉,
周扬,武建刚,刘林俊,龚小
虎,包永义

44 20F057
氧阴极低槽电压离子膜
法电解制烧碱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蓝星（北京）化
工机械有限公司

王峰,刘秀明,刘景军,张良
虎,张正平,王建军,曹寅亮,
康建忠 ,吉静,乔霄峰,李志

45 20F059 激光光谱检测技术
深圳市瀚海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中科瀚海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

李幼安,宁小玲,郭成尚,姚
路,阮俊,谢建营

46 20F060
海上钻井井筒压力精细
控制关键技术与装备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郭庆丰,高永海,方世良,王雪
瑞,蒋宏伟,赵欣欣,刘伟,李
昊,翟小强,王志远

47 20F061
基于醋酸酯生产流程低
碳高效工艺创新的关键
技术开发

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省生物炼制催化工程技术研究

张超,王学波,卢晓峰,张思
武,杜树旺,袁海青,李东民,
李加林,马晓丽

48 20F062
海上稠油热采开发耐高
温井下安全控制系统研
发与示范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刘义刚,刘志龙,张伟,邹剑,
王秋霞,张华,唐晓旭,韩晓
冬,王弘宇,刘昊

49 20F063
安全节能型绿色轮胎胎
面胶用溶聚丁苯橡胶结
构功能化设计及产业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化工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山
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梁爱民,徐林,王妮妮,张键,
王锋,郑方远,徐毅辉,管建
主,解希铭,吴晨静

50 20F065
环境友好型交织式控水
稳油体系制备关键技术
及工业化应用

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石
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天津科技大
学,中海油能源发展工程技术分

魏兵,李亮,温洋兵,王成胜,
李一波,蒲万芬,金发扬,薛
艳,贺杰,陈斌,孙琳,李科星

51 20F066
正浮选尾盐中氯化钾高
效回收利用技术研究与
应用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于雪峰,张振杰,马珍,唐海
英,屈小荣,钟定勇,师敏,史
忠录,包玉存,靳莹皓,王金

52 20F067
用于有机溶剂回收的有
机-无机复合膜的设计
制备及成套装备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九思高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金万勤,刘公平,丁晓斌,周浩
力,范益群,孙雪飞,南江普,
曹明明,沈春香,贾传新

53 20F068
印染废水的毒物脱除与
资源回收技术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刘会娟,兰华春,曲久辉,胡晓
宇,许国栋,刘锐平,马百文,
柏耀辉,张弓,许以农,邵凯,
吴瑞军,李梁梁,高志永,魏海

54 20F069
全钒液流电池的“离子
筛膜”与电堆技术

清华大学,承德新新钒钛储能科
技有限公司

王保国,苗所贵,张建勇,韩洪
涛,田戈,杨文君,刘宗煜,贾
明波,谭欣惠,扈显琦

55 20F070 一种筛分方法研究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史忠录,马珍,杜佩英,牛莉
慧,汪万清,孙玉琴,赵积龙,
吴金芳,杨有萍,刘勇,张兴
民,王振亚,刘家强

56 20F071
环保型控失肥料关键技
术开发与减量化应用研
究

山东金沂蒙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金沂
蒙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马晓丽,张超,李培习,曹佑
锋,吴自香,李刚,谢印江,王
新艳,魏延东,张开敏,秦茂



57 20F072
低碳烯烃氢甲酰化低温
高选择性催化体系开发
与应用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
海油炼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
京）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神华包头
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延长
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吴青,傅送保,于海斌,胡先
君,王兴永,侯章贵,蒋志魁,
雷霆,陈和,李晨

58 20F073
高性能对苯二甲酸类金
属-有机框架材料的创
制与应用

常州大学,江苏爱特恩高分子材
料有限公司,科迈特新材料有限
公司

陈群,张莉娜,陈圣春,陈海
群,方春平,陆建

59 20F075
络合态代森锰锌绿色环
保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

利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李新生,孙敬权,李林虎,许宜
伟,谢春龙,王向真,孙丽梅

60 20F076
面向醛酯胺类化学品制
造的环保与化工融合关
键技术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资环工程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托普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

乔旭,汤吉海,崔咪芬,陈献,
费兆阳,刘清,张竹修,齐敏,
周哲,徐希化

61 20F077
深层/低渗油藏多尺度
自生长冻胶分散体深部
调驱关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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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

戴彩丽,赵光,由庆,石道涵,
刘逸飞,赵海洋,吴一宁,薄启
炜,王建勇,易萍

62 20F078
高含水油井井下油水分
离系统设计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
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中
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
程技术分公司

李增亮,董祥伟,张雷,张立
军,刘敏,刘延鑫,古光明,罗
昌华,王胜,杜玮暄

63 20F081
万吨级卤化丁基橡胶生
产关键技术和装备

清华大学,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骆广生,任纪文,王凯,朱德
权,吕阳成,代俊明,谢沛,彭

64 20F082
E-pack绿色脱盐技术、
E-pack ZLD零排放技术

北京紫光益天环境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任庆春

65 20F083
生物质高效热解定向制
气及生物甲烷化技术装
备及工程化应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联合创业
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刘广青,王雯,代建军,魏晓
明,陈畅,张燚,马欣欣,黄燕

66 20F084
聚氨酯密封胶的开发及
其全自动双螺杆连续化
自动生产线生产

广东普赛达密封粘胶有限公司
张志文,任绍志,詹锋,李桂
妃,郭盟

67 20F085
生物质热解制取高品质
含氧燃油添加剂与炭材
料关键技术及应用

东南大学,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光大环保技术装备
（常州）有限公司

肖睿,张会岩,宋敏,仲兆平,
张亚平,曾德望,李明,张守
军,杨仕桥,黄亚继

68 20F090
渤海油田酸化增产增注
关键技术及应用

西南石油大学,中海石油（中
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刘义刚,刘平礼,孟祥海,邓常
红,刘长龙,兰夕堂,张璐,符
扬洋,高尚,张丽平

69 20F091
超深碳酸盐岩储层高导
流酸压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
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周珺,周林波,蒋廷学,李新
勇,贾文峰,刘红磊,耿宇迪,
陈江,赵兵,李奎为

70 20F094
纳米荧光纤维防伪薄膜
材料及其包装产品制造
系统的研究与产业化

武汉工程大学,武汉抱冰工业发
展有限公司,南昌航空大学

王大威,吴江渝,刘丰刚,龚武
斌,曾小平,刘奋成,郑华明

71 20F095
稠油微生物冷采关键技
术与应用

北京大学,北京润世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

吴晓磊,聂勇,池昌桥,汤岳琴

72 20F096
合成橡胶液相混炼新技
术开发及在绿色轮胎中
的应用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益
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赛轮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王梦蛟,王正,贾维杰,袁
嵩,宋建军,刘  坤,邢  涛,
周天明,刘  震,周宏斌

73 20F098
煤层气低成本集输技术
及其装备

大连理工大学
胡大鹏,刘培启,王予新,刘凤
霞,于洋,陈仕林,吴建光,范
海贵



74 20F099
彩色墨粉的原位乳液聚
合-混合絮凝新工艺与
兼容技术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华
中科技大学,珠海天威飞马打印
耗材有限公司

解孝林,肖桂林,周兴平,朱双
全,张涛,王永强

75 20F100
高精度磁性复合功能材
料的制备技术开发与产
业化应用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晟科材料有
限公司,青岛新材料科技工业园
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昌誉密封有

张保岗,刘莉,孙立水,刘光
烨,丁乃秀,杜胜,冯晓萌,游
海军

76 20F101
新型无碱驱油用表面活
性剂合成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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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
司第二采油厂,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
实验检测研究院,大庆油田开普

张群,马德胜,周朝辉,李建
霆,石国新,聂小斌,吕伟峰,
鲍敬伟,李晓东,罗文利,栾和
鑫,李姝蔓,李文宏,范伟,周
新宇

77 20F102
天然气井完整性防治关
键技术及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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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工程技术研究院,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
分公司川西北气矿

张智,张华礼,李玉飞,侯铎,
吴优,张林,何轶果,王嘉伟,
张本健,王汉

78 20F103
油气门限控藏模式、定
量预测关键技术及重大
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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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冀东油田分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
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庞雄奇,姜福杰,姜振学,杨海
军,董月霞,陈冬霞,徐田武,
庞宏,胡涛,汪英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