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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纯碱工业协会 ⒛12uo13年度科技进步奖评审结果

各有关单位 :

为推动行业科技创新 ,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中 国纯碱工业协会于 2013

年 10月 23日 在合肥市进行了201⒉2013年度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工作。评

委由行业部分专家组成。会上由申报单位介绍 ,评委们认真审阅申报材料 ,

经过无记名投票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4项 ,二等奖 3项 ,三等奖 12项 ,获

奖项目详见附件。

根据中国纯碱工业协会七届三次理事会决议 ,建议获奖单位对奖项完

成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201¨3,年△1月 20∷ 日

附 :中 国纯碱工业协会 201⒉2013年度科技进步奖评审结果



中国纯碱工业协会 zO12吃013年度科技进步奖评审结果

一等奖

1.水平带式真空过滤机的研制

完成单位:大连大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张伟 任明秋 高志兴 杜维刚 王福航 丁启龙 董丽敏 王宏 腾春东

陈学军 张振涛 车新华 王明志 常思聪 王华广 王鑫

2.井下循环盐钙联产制碱工艺

完成单位: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碱厂

完成人:丁超然 于在海 宋教银 王远 李凤朝 孙国富 温学桂 王井祥 胡正虎

蒋英成 文刂正友 蒋海滨 张文广 卢青峰 贺向前 秦学军 张廷海 张鹏 任必锐

何卉

3.竖板间壁式粉体流换热器的研发与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碱厂、北京广厦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人:丁超然 王凤林 宋教银 于在海 王 远 李凤朝 文刂永超 王大勇 温学

桂 孙国富 段祝见 陈 岩 赵 军

4.安棚天然碱高效综合开发技术

完成单位: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丁喜梅 王胜利 孙朝晖 李山岭 李立峰 李玉玉 张国臣 陈福连 齐铁

新 武奋超 任保祥 文刂二明 李保平 李守刚 吴巴特尔

二等奖

1.埋刮板机在联碱湿铵输送中的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运机输送设各制造有限公司

完成人:胡波 陈建如 孙东亮 孔令信

2.DHY-s型助晶剂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完成单位: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陈丽杰 高志兴 赵一宁 陈学军 关键 王福航 于恒善 王明志 邵本堤

刘丽娟 文刂雅楠 赵丽丽



3.利用芒硝替代原盐,减少部分自用碱用量

完成单位: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李建渊 冯树红 徐智海 辛兵 王秉钧 韩立山 张兆云 云玉娥 郑存强
马欣 张焕丰 文刂忠华 吕晓英 王荣瑞 谢秋利 赵丽贤 周川峰 毕金柱 吴桐
杨蕾 孟祥瑜

三等奖

1。 粉体流冷却器用于重灰凉碱系统改造

完成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南化公司连云港碱厂、上海夏勒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完成人:薛霜 潘丁文 严德生 孟庆华 方信科 徐勇
2.Φ 3。 sm轻灰煅烧炉冷凝水系统改进

完成单位: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冯树红 徐智海 辛兵 刘兆成 王秉钧 张兆云 杨彩霁 韩立山 李志全
王荣军 郑双山 王井来 郑存强 周川峰 王爱民
3.回收利用制氮乏气,对石灰石煅烧实施富氧助燃
完成单位: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李建渊 冯树红 徐智海 辛兵 王秉钧 韩立山 张兆云 刘兆成 胡向成
刘正刚 云玉娥 关阝存强 刘忠华 闫卫华 宋玉军 吴桐 张秀明 魏智义
4.利用纯碱生产余热和循环水冷却塔实现浓海水进一步增浓
完成单位: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李建渊 冯树红 徐智海 辛兵 郭涛 王秉钧 韩立山 张兆云 马欣 云
玉娥 刘忠华 李宏刚 于国峰 郑存强 文椤匕成 胡向成 李兴生 文刂正刚 贾彪
赵会聪 魏智义 孟祥瑜

5.循环水系统节能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广东南方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马文强 何思立 曹正伟 文刂雄杰 李一心 张青松
6.盐泥压滤回收技术研充及应用

完成单位:广东南方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何思立 曾松峰 郭湘林 杨国仁 黄远保 叶平



7.自身返碱煅烧炉动静环密封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广东南方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何思立 雷卫东 李影 叶良基 李一心 周亚传 许尚飞 谭志荣 刘刂、兵
8.联碱生产过程中的淡液蒸馏技术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天津渤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碱厂

完成人:邹泽民 张福进 赵世维 姜德发 杨双英 赵风云

9.DzsJ型高频细粒分级筛的技术改造

完成单位: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宄总院唐山研究院
完成人:马少波 王青伟 王占和 金先魁 赵文彩 付生鹏 高海东 卢志明
10.高海拔地区固相水合重质纯碱的生产控制技术

完成单位: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

完成人:马少波 王占和 王青伟 杨波 金先魁 吴军 李军强 张烨峰 杨其岩
李伟平

u1。 煅烧炉气冷凝塔技改总结

完成单位:甘肃金昌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人:陈嘉彪 李梅 杜德海 柴培虎 韩国军 姬荣吉

⒚.精细筛分机在纯碱筛分的应用

完成单位:新乡市巴山筛分机械有限公司

完成人:贾利军 陈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