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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提名“非稳态大规模油气回收安全治理技术与应用”等三项成果

参评广东省 2021 年度科技奖的公示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拟提名中山大学纪红兵团队完成的“非稳态大规模油气

回收安全治理技术与应用”、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在役深水

水下井口系统关键技术及配套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牵头完成的

“糖蜜发酵废液制备系列有机碳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等三项成果分别参评广东省

2021 年度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现按规定将有关资料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

式向我会反映。属单位反映的，请加盖单位公章，注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属个人反映

的，请签名和注明联系电话。公示期限 2021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6 日。

联系人：周子填，联系电话：020-83322575；

传 真：020-83382000；邮箱：gdpcia@163.com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00-1 号金安大厦副楼 612 室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秘书处

邮 编：510030

附件：1、非稳态大规模油气回收安全治理技术与应用公示表

2、在役深水水下井口系统关键技术及配套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公示表

3、糖蜜发酵废液制备系列有机碳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公示表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2021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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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公示表（技术发明奖）

项目名称 非稳态大规模油气回收安全治理技术与应用

主要完成人

（职称、完成单

位、工作单位）

1. 纪红兵（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统筹材料制备和工程应用）

2. 余林（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催化剂联合开发）

3. 赵修华（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上海同济华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同济华康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冷凝装备工业撬装设计及耦合）

4. 梁鹏（教授、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

子筛应用测试及工程应用）

5. 王永庆（副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催化剂机理模拟与解析）

6. 余长林（教授、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催化剂和分子筛应用测

试）

7. 杨彦（副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环境工程应用）

8. 姜久兴（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吸附材料制备）

9. 孙明（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催化剂联合开发）

10. 李启灵（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工程示范项目推广）

11. 卓润生（教授、润和催化剂股份有限公司、润和催化剂股份有限公司、分子筛生

产及工程应用）

12. 李鸿琦（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催化剂性能工程评价）

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

论 文 1 ： < Mechanochemical Kilogram-Scale Synthesis of Noble Metal Single-Atom
Catalysts、Cell Reports Physical Science 1、2020、Xiaohui He、Hongbing Ji and Ding Ma>
论文 2：< Enhanced catalytic performance by oxygen vacancy and active interface
originated from facile reduction of OMS-2、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2018(331)、
MingSun、Lin Yu>
论文 3：< Core−Shell NiO@PdO Nanoparticles Supported on Alumina as an Advanced
Catalyst for Methane Oxidation、ACS Catal、2017(7)、Xuelin Zou、Hongbing Ji>
论文 4：< Highly dispersed and active Pd nanoparticles over titania support through
engineering oxygen vacancies and their anchoring effect、AIChE Journal、2020(66)、Xuyu
Wang、Hongbing Ji >
论文 5：<有机废气催化燃烧过程中多尺度效应和催化剂设计、化工学报、2018 年第

69 卷、芮泽宝、纪红兵>

知识产权名称

专利 1：<一种氟掺杂的二氧化钛负载贵金属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ZL201610401670.3、纪红兵、芮泽宝、汤敏妮、纪韦康、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专利 2：<一种用于低浓度甲烷催化燃烧的表面强化型钯基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ZL201510732319.8、纪红兵、邹雪琳、芮泽宝、中山大学）

专利 3：<一种甲醛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ZL201510389900.4、纪红兵、黄勇潮、龙

碑、周贤太、童叶翔、芮泽宝、中山大学）

专利 4：<一种空心纳米颗粒二氧化钛/黑磷烯光热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ZL201310644020.8、纪红兵、鲜丰莲、王永庆、中山大学）

专利 5：<一种中空核壳介孔结构的 Pt@ZrO2 光热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ZL201810298538.3、纪红兵、江春立、王永庆、鲜丰莲、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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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6：<一种多层 TiO2 纳米管基光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ZL201710747168.2、纪红兵、王永庆、鲜丰莲、中山大学）

专利 7：<一种具有微-介孔结构 MFI 分子筛的制备方法>（ZL201710742785.3、姜久

兴、纪红兵、马飞、李亨利、中山大学）

专利 8：<一种层状氧化锰多孔材料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ZL201210489875.3、
余林, 周俊丽, 孙明, 蓝邦, 叶飞, 何军, 刁贵强, 成晓玲、广东工业大学）

专利 9：<耦合分子筛吸附与催化燃烧的一体化有机废气处理系统>
（ZL202021294198.6、杨彦、张欣琪、纪红兵、李启灵、汕头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

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专利 10：<一种回收处理含苯乙烯油气的装置>（ZL201820294861.9、赵修华、周明、

朱莹、上海同济华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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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公示表（科技进步奖）

项目名称 在役深水水下井口系统关键技术及配套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

1.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

2.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3.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4.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职称、完成单

位、工作单位）

1.李中（职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完

成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强度评估与服役

寿命预测技术、水下井口切割回收技术）

2.许亮斌（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

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强度评估与服役寿命

预测技术、水下井口切割回收技术）

3.姜柯（职称：中级工程师、工作单位：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完成

单位：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切割回收技术）

4.范白涛（职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完成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强度评估与服

役寿命预测技术）

5.李伟（职称：教授、工作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主要贡献：水下复杂环境结构物缺陷交流电磁场智能检测技术）

6.盛磊祥（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

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强度评估与服役寿命

预测技术、水下井口系统安全控制与延寿再利用技术）

7.饶志华（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完成单位：

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安全控制与延寿再利用技术）

8.刘健（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位：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切割回收技术）

9.刘秀全（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完成单位：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主要贡献：水下复杂环境结构物缺陷交流电磁场智能检测技术、水下

井口系统安全控制与延寿再利用技术）

10.王宇（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位：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安全控制与延寿再利用技

术）

11.李朝玮（职称：中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

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安全控制与延寿再利

用技术）

12.陈奖（职称：中级工程师、工作单位：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完成

单位：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切割回收技术）

13.秦世利（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完成单位：

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安全控制与延寿再利用技术）

14.李梦博（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

位：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系统强度评估与服役寿命

预测技术）

15.赵树清（职称：中级工程师、工作单位：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完

成单位：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贡献：水下井口切割回收技术）



5

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

论文 1：<水下井口波致疲劳力学分析、海洋石油、2019, 39(3)、李中、李中>

论文 2：<Multistring analysis of wellhead movement and uncemented casing

strength in offshore oil and gas wells、Petroleum Science、2014, 11(1)、

Liu Xiuquan、Liu Xiuquan>

论文 3：<Mechanical analysis of deepwater drilling riser system based on

multibody system dynamics、Petroleum Science、2021, 18(2)、Liu Xiuquan、

Liu Xiuquan>

论文 4：<Analysis of the lift-off effect of a U-shaped ACFM system、NDT&E

International、2013, 53、Li Wei、Li Wei>

论文 5：<High sensitivity rotating alternating current field measurement for

arbitrary-angle underwater cracks、NDT & E International、2016, 79、Li Wei、

Li Wei>

知识产权名称

专利 1：<一种平台隔水管耦合水池模拟实验系统>（ZL201610104668.X、周建良;许

亮斌;赵晶瑞;盛磊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研究总院）

专利 2：<不占用井口交叉固井方法>（ZL201510505683.0、李中;黄熠;邓诚;李炎军;

罗东辉;肖伟;张万栋;汪俊锋;朱新华;林四元;张可;刘国栋、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专利 3：<一种海洋隔水管系统多体动力学半实物仿真实验装置>（ZL201811097925.7、

刘秀全;王向磊;张慎颜;窦文婷;刘福来;陈国明;畅元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专利 4：<一种用于深水信息获取及无线传输的密封壳体>（ZL201010616028.X、许亮

斌;王海燕;蒋世全;申晓红;盛磊祥;何轲;李保军;邓欣;白峻;朱梦阳;杨伏洲、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

专利 5：<一种基于 ACFM 的表面缺陷链式快速检测探头>（ZL201510843737.4、许亮

斌;蒋世全;陈国明;盛磊祥;李伟;周建良;贾廷亮、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

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专利 6：<基于交流电磁场的水下金属结构物缺陷检测探头>（ZL201510522183.8、李

伟;袁新安;陈国明;孔庆晓;葛玖浩;张雨田;赵梦一;吴衍运、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专利 7：<一种用于水声通信的两级唤醒电路及唤醒方法>（ZL201911405780.7、许亮

斌;金学义;刘书杰;盛磊祥;王冬石;罗幼安;宋林松;李朝玮；殷志明；申晓红；王海

燕、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专 利 8 ： < 可 打 水 泥 塞 的 深 水 弃 井 切 割 装 置 及 其 打 水 泥 塞 作 业 方 法 >

（ZL201110000956.8、张武辇;唐海雄;韦红术;汪顺文;刘正礼;贾银鸽;郭德林;姜

柯、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程有限公司）

专利 9：<一种深水弃井切割装置中的多位单向旁通接结构>（ZL201110000969.5、张

武辇;唐海雄;韦红术;汪顺文;刘正礼;贾银鸽;郭德林;姜柯、深圳市远东石油钻采工

程有限公司）

专利 10：<一种水下干式采油树密封舱用的接头装置>（ZL201110082208.9、姜伟;

刘健;许亮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石油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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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公示表（科技进步奖）

项目名称 糖蜜发酵废液制备系列有机碳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主要完成单位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职称、完成单

位、工作单位）

舒绪刚 教授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参与项目决策及总体工艺设

计优化

张敏 中级工程师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参与项目决策及工艺流程创新、方案优化、成果整理

王宗抗 高级农艺师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组织功能验证试验，资料收集整理

陈彬 高级农艺师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组织功能验证，资料收集整理

周向阳 副教授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参与项目产品研究

阚学飞 中级农艺师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组织试车，分析规程编写，生产过程监控，达产达标

穆光远 助理农艺师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组织协调装置生产达产达标

杨远廷 无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参与项目的成果整合

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

CTS-PDA复合絮凝剂在腐植酸废水中的应用 广东化工 第44卷总第345期

2017-02-09 胡秋明 舒绪刚

糖蜜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1-11-01 舒绪刚 陈彬

知识产权名称

一种高浓度赖氨酸发酵废液制备有机碳肥的方法 ZL201610116371.5 深圳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舒绪刚、陈彬、张敏、阚学飞、

穆光远、毛莲花、吴春丽

一种酸解法生产水溶性小分子有机质液体肥的方法 ZL201510780610.2 深圳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穆光远、陈彬

一种酸解法制备含氮磷钾的小分子有机质液体肥料 ZL201510779966.4 深圳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穆光远、陈彬

无水、无油微生物肥料包膜助剂和微生物肥料及应用 ZL201510953078.X 深圳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穆光远

一种阳离子型絮凝剂的制备方法 ZL201610893542.5 广州安达净水材料有限

公司 深圳市点石源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舒绪刚；石宗

武、吴春丽、樊明智

一种聚硅硫酸铁基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及其制备方法 ZL201610070763.2深圳市

点石源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含有水溶性小分子有机质的土壤调理剂及其制法和应用 ZL201510779158.8 深圳

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舒绪刚，石宗武，樊明志，吴春丽，周新华

一种含水溶性有机质和微生物的肥料增效包裹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ZL201611189574.3 深圳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穆光远、黄春艳、石鹏飞、

张敏、阚学飞、房钦飞

利用天然矿物和有机废弃物生产的土壤调理剂及其方法 ZL201510776355.4 深圳

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阚学飞、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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