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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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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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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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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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官澄,贺垠博,彭春耀,骆

小虎,付大其,杨丽丽,谭

宾,吕开河,白杨,程荣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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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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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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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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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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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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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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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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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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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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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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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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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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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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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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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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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开普化工有限公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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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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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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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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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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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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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辉,王琛,解永刚,曹杰,

任国富,李向平,赵金省,魏

千盛 



 

创新及应用 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气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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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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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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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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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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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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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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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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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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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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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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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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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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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F036 

液化天然气（LNG）系

列装备关键技术及应

兰州交通大学,甘肃中远能源

动力工程有限公司,兰州兰石

张周卫,汪雅红,张小卫,

苏斯君,丁世文,杨惠君 



 

用 换热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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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代表室 

方庆红,杨凤,张惠珍,康

海澜,常浩,李东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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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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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辉,申乾宏,樊先平,阙

永生,吴春春,刘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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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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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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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兵,李亮,温洋兵,王成

胜,李一波,蒲万芬 



 

技大学,中海油能源发展工程

技术分公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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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洪涛,

张建勇,田戈,杨文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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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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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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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封有限公司 

张保岗,刘莉,孙立水,刘

光烨,丁乃秀,杜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