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度榆林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名单 
（共计62项） 

一等奖（1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部门 主要完成人员 

1 

蒿属过敏性鼻炎的非药物疗法

（空气净化）循证研究与临床

应用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李  莉、白晓兵、申志军、张  莉、张启龙、赵  静、李睿博、

徐  宁、郭艳阳、朱  江、郝光军 

2 

利伐沙班用于急性肺栓塞的抗

凝效果及对血Hcy、BNP、TnI

与D-D的影响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  宁、申志军、贾  娟、李  莉、白晓兵、姚建辉、胡雪婷、

马  涛、邓  雍、任姣雪、陈东林 

3 
陕北神木地区儿科临床分离细

菌的分布变迁及耐药性监测 
神木市医院 神木市人民政府 

刘永林、杨慧敏、王彦平、刘  瑞、贺  波、刘  娟、王  强、

孟旭春、马军峰 

4 
井筒管柱失效综合防治技术

研发及应用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靖边采油厂、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研究院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靖边采油厂 

张永强、拓  川、王 锋、杨志刚、方晓君、杨添麒、南蓓蓓、

崔维兰、司小明 

5 
兰炭废水资源化生产酚醛树

脂及应用 
榆林学院 榆林学院 

闫  龙、王玉飞、李 健、马亚军、刘倩倩、谢  钢、陈三平、

王献杰、许春馨、朱菊芬、马安瑞 

6 
基于空间感知的智慧林业平台

关键技术创建与应用 

榆林市造林绿化服务 

中心、陕西天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拓  飞、高  啸、张  瑜、刘生权、雷凯宇、齐海波、胡俊勇、

吕国梁、谢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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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榆林地区风积沙综合利用筑路

技术研究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长安

大学、西安公路研究院 
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马润前、延西利、张玉福、徐希娟、延喜乐、郭鹏飞、游庆龙、

白能斌、牛  龙、李  娜、任小军 

8 
榆林山地苹果关键技术集成

创新与应用 

榆林市果业技术推广 

中心、神木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鲁  成、张  娜、杜芳宁、樊 越、钟小军、路飞雄、刘  娜、

师  敏、卢大银、于海礁、王  玲 

9 
陕北黑豆全产业链技术开发与

应用 

神木和德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神木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小宗粮豆研究中心、

神木市绿佳源农业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神木市发改科技局 
李萍花、梁鸡保、李  瑞、张  瑞、刘劲岩、冯佰利、杨  林、

张  霞、陈芳飞、孟新刚、贺  晓 

10 
基于中台的多维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 

榆林市测绘地理信息中

心、北京世纪安图数码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

司、自然资源部第一航测

遥感院、榆林市尚美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贺枫斐、张 青、张成英、刘钢锋、王  莉、雷  淇、王  玮、

李力新、温泽华、王  进、田乐彤 

11 
SMOC-2通过靶向TGF-β1介导

的非酒精性肝脂肪变性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郝琪伟、乔培宇、李文智、李  涛、高  平、张  雄、李  胜、

张  鑫、杨  刚、魏晓娟、任  瑞 

12 
青少年上颌第一前磨牙根管形

态的显微CT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晓静、陆  群、高美丽、朱军利、吕小卫、王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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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榆林市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名单 
二等奖（20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部门 主要完成人员 

1 
粮饲兼用玉米金科玉3318选

育与示范推广 

榆林市金日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陈  章、梅成芳、拓云飞、黄国栋、张宏静、梅 蕊、叶彩萍、

高崇孝、袁  浩 

2 
HP感染、Hcy等与2型糖尿病

微血管并发症的临床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贾爱华、刘新艳、杨彩彩、张  君、陈  瑛、王  荣、李  莉、

白  磊、井长信 

3 
北方风沙区羊肚菌设施栽培

关键技术与应用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 

榆林市马合农场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郝  哲、张彦飞、赵  琪、薛 浩、薛舒尹、刘健鹏、梁海燕、

霍冬霞、高卫东 

4 
沙区玉米全程机械化密植增

产种植体系创建与应用 
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杨晓军、巩玉峰、白银兵、邬小春、张  洁、黑文聪、李  霞、

王  艳、安  芬 

5 
多措施改善全身麻醉苏醒期

躁动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炳文、惠  勇、贺  峰、白志刚、马志兵、霍鹏伟、霍建臻、

张成江、张小龙 

6 
肌萎缩侧索硬化严重程度与

血液学标志物的相关性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朱  江、陈  彭、张启龙、王  迎、王  荣、冯丙东、康林娥、

黄永锋、师仰宏 

7 

内皮素多态性与动脉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后再出血关系

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李  雪、纪文军、王晓成、贾  喆、张  哲、郝  军、常虎飞、

杨春艳、赵  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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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靖边油田CO2驱油过程管材腐

蚀控制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延长油田股份 

有限公司靖边采油厂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靖边采油厂 

王  锋、尹志福、王  珂、崔维兰、原  敏、崔乜毓、邓会龙、

王  毓、刘寒梅 

9 

山苍子精油对白色念珠菌生

物被膜芽管形成的抑制作用

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林波、谢中斌、郭瑞林、熊朝亮、刘晓莺、武军霞、李亚婷、

刘  琦、刘俊林 

 

10 

 

不同方法治疗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临床疗效及椎体骨折危

险因素分析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王  荣、马江卫、刘  霞、贾爱华、朱  江、井长信、刘新艳、

杜  耿、马  波 

11 

烟气余热回收换热器防腐防

垢涂层的构筑及传热强化技

术的开发 

榆林学院、陕西勒纳尔 

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学院 

任国瑜、陈晓东、谯泽庭、杨永斌、董  茹、严  彪、高艳丽、

刘晓菊、李  霄 

12 

踝关节多模式截骨自体带骨膜

髂骨移植术治疗距骨软骨损伤

的临床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马永刚、任龙龙、呼巧龙、史世勤、高  东、雷云峰、高山松、

田  野、马为斌 

13 

颊侧多曲簧治疗AngleⅢ类错

牙合的颞下颌关节改变的MRI

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史雅绒、王培军、徐实谦、孔德华、刘怀勤、高  宇、侯  健、

孙  香、李  婷 

14 
百万只肉羊快速改良与健康

养殖技术示范推广 

神木市聚科农牧发展有限

公司、陕西神澳农业生物

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神木市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园区管理委员会、陕西省

肉“四主体一联合”肉羊

工程技术校企联合研究 

中心 

神木市人民政府 

陈生会、温志医、高光军、白崇生、周占琴、道布庆浩日乐、 

王海燕、刘健鹏、李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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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种光催化-防火协同性能功

能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榆林学院、 

安徽工业大学 
榆林学院 

王智懿、张  浩、王  雄、孙志勇、商铁林、张  娇、张  菁、

王金东 

16 
红树莓良种引进及丰产栽培

技术研究试验与示范 

榆林市林业工作站、 

北京林业大学、榆林学院 
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栾生超、王建新、郭丁琦、李焕蓉、吴志茹、张柏林、冯光惠、

张增坤、王  建 

17 
中低温煤焦油定向分离及高

值化利用技术示范 

榆林学院、新疆大学化工

学院、榆林市煤炭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榆林学院 
亢玉红、魏贤勇、高  勇、李彦军、刘光辉、白锦军、马向荣、

李  霄、李夏隆 

18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正银浆

料开发与关键技术的研究 

榆林学院、榆林市榆神 

工业区能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榆林学院 
王憨鹰、毕世青、王建友、刘孝丽、任立庆、奚小艳、万增利、

王兆华、高万芳 

19 
煤制甲醇化工厂智能安监巡

检机器人研发与应用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 

公司、青岛科技大学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 

有限公司 

王锦富、孟祥忠、曹金胜、孙卓庆、钱金国、党启柏、周  博、

赵景辉、徐继友 

20 
陕北地区黑枸杞引种与丰产

栽培技术研究 

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定边县林草工作站、榆林

市榆阳区林业和种苗 

工作站 

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张泽宁、张  惠、张顶辉、张林媚、张永强、张广利、候  玲、

刘姝玲、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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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榆林市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名单 
三等奖（30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部门 主要完成人员 

1 

目标清单式管理结合信息化

技术在住院患者入账准确性

中的应用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丁彩霞、李洁琼、任艳妮、贺晓艳、陈永胜、强李伟、白成艳 

2 
废硫酸裂解再生浓硫酸技术

应用研究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申建成、张  宇、刘延财、党增琦、叶鹏云、熊  磊、刘延安 

3 
MRI结合Gesell测试对足月

新生儿HIE预后判断的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宋彩虹、贺  波、宋进进、刘增芳、贺兆平、杨学武、刘建年 

4 PVC新牌号树脂研究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刘延财、宁小钢、单建军、王奋中、李鹏智、张友平、白宝银 

5 

三高（高碱、高油及高

COD）废水用于制水煤浆研

究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 

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陈  昱、赵引师、王军龙、秦  超、李文虎、瞿  磊、王  涛 

6 

TURbt联合动脉灌注化疗治

疗膀胱肿瘤（T1G3T2T3）临

床疗效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雷  普、王贵荣、董  滢、卜小斌、徐  虎、张  进、许  平 

7 
煤炭开采地区河道径流变化

与生态基流响应机制研究 

榆林学院、西安理工 

大学、子洲县果桑园艺 

技术推广站 

榆林学院 吴喜军、董  颖、李怀恩、张亚宁、张彩霞、刘  静、张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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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飞利浦256iCT对冠状动脉支

架再狭窄的评估及随访中的

应用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贾  喆、任聪云、武辽军、何婉霞、高文治、张  瑜、梁文娇 

9 
脑电图对肝硬化合并肝性脑

病的诊断价值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崔  虹、毕鑑红、郭艳阳、郭  玮、朱  江、封  婷、孙  剑 

10 
高品质镁合金结构件高质高

效安全加工技术 

榆林学院、神木市东风 

金属镁有限公司 
榆林学院 张宏基、赵向东、赵  刚、葛媛媛、刘建勃、白艳霞、刘奋军 

11 

专科MEWS评分联合SBAR沟通

在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研

究 

榆林市第四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贺艳霞、杨海燕、王  转、张  娟、刘春艳、高晓林、曹  娜 

12 

改良式Twin-Block功能矫治

器治疗下颌后缩的临床应用

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孙  香、刘怀勤、高  宇、王彦强、徐  扬、李  婷、刘永飞 

13 
榆林市核桃引种试验及丰产

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榆林市林业产业开发中心 
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肖建明、张  耀、狄  龙、申世永、张泽宁、刘永新、张林媚 

14 
马铃薯主食化新品种引育及

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汪  奎、吕  军、高青青、思旺阳、张建成、乔文渊、封永顺 

15 

1000MW超超临界机组大厚壁

P92钢焊接关键技术开发与

应用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横山煤

电有限公司、哈尔滨焊接

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王  强、安洪亮、冯  瑞、郝龙宇、王  强、马一鸣、张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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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陕北白绒山羊舍饲养殖同期

繁育与免疫程序技术研究与

应用 

榆林学院、 

神木市畜牧业发展中心 
榆林学院 翟军军、温志医、王建兵、李河林、敬晓棋、王占刚、朱海鲸 

17 
玉米新品种“盛玉608”选

育 

榆林盛大种业有限 

责任公司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宋平戈、米海宁、赵殿峰、张宏静、樊振梅、李逢英、王  科 

18 
肉羊生产综合技术集成与示

范 
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高玉平、马  东、冯  波、霍永智、高瀚洋、刘小东、张  燕、 

19 

关节镜下双后内侧结合高位

后内侧入路治疗腘窝处滑膜

软骨瘤病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胡海涛、贺加明、李宏伟、胡  杰、陈向波、高山松、张军武 

20 
榆林沙地矿区植被恢复技术

推广示范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赵晓彬、郜  超、朱建军、王怀彪、李军保、付广军、刘冬林 

21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平台 

榆林市测绘地理信息中

心、榆林市不动产登记权

籍调查中心、北京世纪安

图数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榆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王  莉、贺枫斐、张成英、张  青、韦文甫、银  帅、雷  淇、 

22 
超声诊断对新辅助化疗乳腺

癌患者病理缓解程度的评价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高向琴、贺利霞、贺  江、张  珍、李彦青、朱  艳、薛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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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综合管控平台的高可视

化互动型发电厂的研究及其

工程应用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 

横山煤电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横山 

煤电有限公司 
白爱平、薛  嫣、刘东杰、王  浩、张  鹏、李晓忠、孟晓伟 

24 
磁压榨吻合技术在消化道重

建吻合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高  平、张  雄、李  胜、李  涛、郝琪伟、乔培宇、张  鑫、 

25 
胆道探查中行双管探查的临

床意义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李  涛、高  平、张  雄、李  胜、杨  刚、张  鑫、郝琪伟 

26 
一种工业废渣油井水泥及其

制备方法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曾宪军、朱先均、刘延财、申建成、王奋中、熊  磊、尤文军 

27 
三大主机远程诊断技术应用

研究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 

横山煤电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横山 

煤电有限公司 
张宏旭、李明涛、刘征宇、刘春晓、孟勋彪、孙新峰、张  焱 

28 
陕北灌溉春玉米机械籽粒收

获技术创新及应用 

定边县农牧技术 

推广中心 
定边县人民政府 赵振彪、牛德茂、宁  纳、钟子君、冯新军、柴  茜、王丽君 

29 
“软脉消斑饮”治疗颈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60例临床观察 
榆林市中医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杨耀峰、张元元、马利利、梁  青、刘卫林、马  腾、文铮铮 

30 
一种用于治疗高血压、脑梗

塞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榆林中医康复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赵子荣、赵恒翔、赵明明、于  涛、赵恒艳、朱雄雄、赵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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