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专利优秀奖拟授奖项目名单 

序号 
评审 

编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1 20P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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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孝平;许保云;吴高胜;艾波;包春

凤;翟金国;李良君;束世平 

2 20P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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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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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石大

澳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陈春茂;刘植昌;张睿;孟祥海;徐春

明;刘海燕 

4 20P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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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P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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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P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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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P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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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P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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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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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P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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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P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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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P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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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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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0P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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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中云;孙

亚楠;黄河;张维 

13 20P034 ZL201710422245.7 
提高费托合成柴油密度的装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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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增杰;刘素丽;梁雪美;安良成;袁

华;邵光涛;袁炜;罗春桃 

14 20P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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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P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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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喜;吴刚;徐德会;罗兴

仁;姜树君;艾广智 

16 20P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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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

海滨;王立勋 

17 20P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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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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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P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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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 

王根林;丁克鸿;徐林;王刚;殷恒

志;崔竞方;王铖;陆林华 

19 20P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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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P046 ZL201310478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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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P047 ZL200910161725.8 
一种循环回收利用（NH4）2CO3

生产 BaCO3 的方法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姜志光;华东 

22 20P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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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安;曹育才;吴向阳;叶晓峰;倪

晨;李永清 

23 20P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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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0P055 ZL201710424997.7 
一种硼改性镁碱沸石分子筛催化

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陈志伟;徐泉;周红军 

25 20P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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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彦 

26 20P059 ZL201610477271.5 
浅层超稠油 SAGD 高温密闭集输

装置及其方法 
新疆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蒋旭;黄强;张瑛;刘景宇;张侃毅;

夏新宇;戚亚明;于海洋;王艳香;王

登;胡瑞;李倩 

27 20P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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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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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P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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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0P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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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信诺橡塑工业有限公司 

朱怀才;王忠强;徐文明;林和武;钟

毅文 

30 20P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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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0P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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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0P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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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0P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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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0P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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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0P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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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0P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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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0P087 ZL201310627850.X 
一种处理制备 2,6-二甲酚的工

艺污水的方法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赵建朝;王维新;张小林;韩秋阳;刘

林;胡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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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P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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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0P095 ZL201410511508.8 
一种含海藻精膨果型大量元素水

溶肥及其制备方法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王婷婷;何守学;崔然;彭玉净;王洪

富 

40 20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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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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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0P103 ZL200910067180.4 
丙烯两步加氧法制丙烯酸的混合

器 

中石油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

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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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0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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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20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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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评审编号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