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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学技术奖推荐获奖项目表 

序号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一等奖 典型城市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关键技术 

清华大学、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有限

公司、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胶资源再生（苏州）有限公司、天

津仁新玻璃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市琉

璃河水泥有限公司 

李金惠、温宗国、金宜英、

胡玖坤、朱军强、黄  伟、

宋秀辉、宋国平、付玉生、

刘丽丽、孙笑非、李会芳、

王  宁、赵向东 

2 一等奖 
有色金属共伴生硫铁矿资源清洁利用关

键技术及应用 

昆明理工大学、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铜陵化工集团新桥矿业有限公司、江

西铜业（德兴）化工有限公司、南京

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冶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文书明、贺  政、缪建成、

刘恒亮、刘全军、廖阳平、

韩仁海、袁明华、罗科华、

高连启、马  斌、王明飞、

何桂春、徐  郑、柏少军 

3 一等奖 
环保节能型万吨级废轮胎再生橡胶成套

装备与技术 

中胶橡胶资源再生（青岛）有限公司、

青岛科技大学 

纪奎江、辛振祥、郭素炎、

沈  军、谭钦艳、高文廷、

房海滨、王多虎、周  睿、

李文博、陈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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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4 一等奖 
钻井废油基泥浆的综合回收资源化利用

技术 

西南石油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

体废物管理中心、巴州新瑞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王  兵、胥志雄、岳战林、

尹  达、任宏洋、王  豪、

洪鸿加、何  飞、朱天菊、

李永涛、梁  宏、张  聪 

5 一等奖 
高强度重型刮板输送机耐磨中部槽的 

研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威

尔朗科技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同

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同大科技研究院 

宋银林、王军祥、田利军、

胡锦东、岳宏霖、杨鑫春、

刘乙霖、王金亮、王利栋、

于晓晔、付茂全、陈振国、

李保林、程  繁、高继萍 

6 一等奖 
钢渣金属回收和钢渣粉生产工艺技术及

其装备 

江苏融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冶

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徐州飞煌重

型机械厂、镇江电磁设备厂有限责任

公司 

张贤清、朱桂林、郝以党、

杨  亮、翁哲峰、闾  文、

朱  象、陈建生、薛青龙、

郭春荣、黄天才、满  欢、

张玉龙、吕存根、吴玉秀 

7 二等奖 
含铜炉渣创新性高效循环利用新技术研

究及应用 

大冶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大冶

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大冶有色金

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王  勇、曾祥龙、黄瑞强、

李全德、韩  伟、甘宏才、

廖广东、夏  威、苏晓亮、

张亨峰 

8 二等奖 大型粉磨设备耐磨堆焊再制造技术研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阳

光威尔焊接技术有限公司、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大科技研究院 

刘文彦、刘  品、解月林、

田利军、常晓华、相泽锋、

刘  轶、侯大伟、郝利国、

李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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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等奖 
刮板输送机节能运行理论及寿命预测 

研究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张  强、金  宁、王海舰、

师建国、柴  博、付云飞、

吴泽光、井  旺、石抗抗、

刘志恒 

10 二等奖 
选煤厂尾煤水生物与非生物联合絮凝技

术研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理

工大学 

陶  逊、张东晨、吴广明、

史福利、范巧云、王  林、

易自贤、郝红兵、王  涛、

张英杰 

11 二等奖 
YJVFT1-450矿用刮板输送机变频电机一

体机研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创

力普昱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大同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公司同大科技研究院 

刘改叶、龚福民、贾清华、

刘大同、吴兴利、邢建峰、

闫顺礼、杨智文、周兴平、

佘  春 

12 二等奖 新疆炼焦煤生产一级冶金焦研究应用 
拜城县众泰煤焦化有限公司、 

中国矿业大学 

贾修启、毛志民、曹亦俊、

张  凯、蒋善勇、裴健宇、

张海军、蒋旭东、王辉明、

黄发亮 

13 二等奖 粉煤灰成型吸附剂的制备及应用 西安科技大学 

刘转年、王贵荣、程爱华、

刘  源、韩晓刚、 徐敏华、

荆秀艳 

14 二等奖 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项目 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金  铎、原晓华、高海鸣、

冯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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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二等奖 
节地高效低成本快速尾矿污水循环利用

系统与应用 
厦门环资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木清 

16 二等奖 
废弃电子产品有价物质资源化关键技术

与工业应用 

江西理工大学、江西铭鑫冶金设备有

限公司、华东交通大学 

吴彩斌、李立锋、石贵明、

李根铭、向速林、陈吉华、

聂发辉、温春荣、周意超、

陈抚州 

17 二等奖 低碳环保开关设备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沈阳华利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沈

阳华德海泰电器有限公司 

张交锁、张  军、侯亚平、

王家耀、陈  涛、国世峥 

18 二等奖 
工业副产石膏化学分解法综合利用工程

技术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吕天宝、翟洪轩、袁金亮、

王树才、鲍树涛、武健民、

姜化桐、冯祥义、王德堂、 

高  强 

19 二等奖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性能及在干线公

路的应用研究 

衡水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处、交通

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贺书云、王俊杰、邢文榜、

秦永春、杨水生、尚书清、

苏金才、李翠英、李双囤、

卜宝峰 

20 二等奖 
支撑园区循环化改造的产业链诊断方法

及应用研究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付  允、林  翎、吴丽丽、

高东峰、陈  亮、陈健华、

王秀腾 

21 二等奖 钢渣高效深度加工利用工艺技术及装备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矿渣开发公司 

苏兴文、李晓阳、宋  武、

李  毅、张  凯、杨丽华、

项士平、张志彪、曹  鑫、

刘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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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等奖 
新型电选装备及技术在固废资源综合利

用中的应用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龚文勇、张  华、梁  汉、

刘  洋、马崇振、张建文、

钟文利、曹志群、袁  福 

23 三等奖 
综采工作面防降尘成套设备及关键技术

研究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张  强、安亚君、李建刚、

王  禹、王海舰、李宏峰、

吴泽光、祁  秀、井  旺 

24 三等奖 
鲁中矿业选矿厂资源综合回收与节能减

排关键技术研究及工业应用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谢继祥、仝克闻、刘新强、

李庆鹏、战训友、于丽军、

陈炳强、曾建红、韦  涛 

25 三等奖 
污泥、粉煤灰替代客土煤矸石山复垦技术

研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农

学院、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

大科技研究院 

苗育青、郁东宁、田卉宇、

张  克、刘文轩、冷平生、

张佃林、马晓燕、刘  轶 

26 三等奖 
ZCB24矿用辅助运输车辆运行安全保护监

控装置及系统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州联

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张宏明、孙  卓、刘乙霖、

王  磊、侯宝月、傅郁松、

张兴国、池  峰、王  波 

27 三等奖 煤炭矿区循环经济集成技术与方法研究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山东科

技大学 

李学武、付令桥、张传昌、

焦习燕、张东峰、张廷勇、

李明臣、智宏峰、孟文强 

28 三等奖 源分离型资源化无水生态卫生系统 
湖南海尚环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李新平、罗  勇、左  锋、

李  敏、王文芳、张雯娟、

黄  勇、康士全、何恩明 

29 三等奖 
超大型化工装置冷却循环水系统节能技

术研发与应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志强、刘玉强、孙治忠、

魏占鸿、董尚志、裴英鸽、

姜  锦、王金峰、唐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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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三等奖 
水流纳米级微生物细胞及分子破碎机发

明、实现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 
河北科技大学 

姚洪文、张芬菊、姚  飞、

刘树中 

31 三等奖 
金川镍电解高温高浓度含氯废气治理技

术集成创新与应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自江、赵千里、郑军福、

赵  重、胡继刚、张树峰、

张本军、苏长生、柯长龙 

32 三等奖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再生混凝土技术规

模化应用推广 

汪海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雨花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南京汪海混凝土有限公

司、南京工业大学 

刘  伟、周  亮、朱  敏、

徐玲玲 

33 三等奖 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ALC）板 
河南兴安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司政凯、张文生、邓小成、

靳云涛、董  刚、罗忠涛、

曹林方、吕常胜、陈晓飞 

34 三等奖 内外组合墙体保温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上海宇培特种建材有限公司、上海大

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马小翠、陆文雄、叶蓓红、

钱向红、马娇丽、张  炎、

王  雪、欧阳觅路、张 劲 

35 三等奖 喷射与灌浆混凝土改性材料及装备研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理

工大学、同煤国电同忻煤矿有限公司 

冯月新、李凯琦、霍利杰、

杨智文、张世锋、闫日武、

纪润清、岳帮富、张学峰 

36 三等奖 
煤矿用高分子充填密闭材料制备技术 

研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云

雁石化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同大科技研究院 

蒋  煜、于春兰、常晓华、

席继宏、梁  坤、翁旭泽、

禹秀英、贺平生、许丽丽 

37 三等奖 磷渣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技术推广应用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贵州正和加气混凝土有限公司 

李  玮、曲清飞、李新刚、

徐立斌、黄巧玲、漆贵海、

聂晓鹏、董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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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三等奖 
中国北方煤系伴生矿产形成机理及综合

开发利用研究 

河北工程大学、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枣庄市

三兴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孙玉壮、刘钦甫、张忠温、

李彦恒、 程宏飞、王金喜、

赵存良、吉雷波、刘敬春 

39 三等奖 循环流化床锅炉高效燃烧技术应用研究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孙春江、周文涛、闫  斌、

魏永军、贾兆昊、徐振栋、

李玉强、彭业廷、贾堂刚 

40 三等奖 高镍二次铜精矿处理技术的开发及创新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周  民、万爱东、李维舟、

聂青武、冯晓梅、曹珂菲、

姚明安、姜德权、邵德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