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度榆林市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共计47项）

一等奖（10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部门 主要完成人员

1
流体强化液相航煤加氢

技术研究与应用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榆

林炼油厂、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榆林炼油

厂

李 军、李士才、张浩文、曹培宽、高怀荣、

李 扬、郝新宇、李明星、杨成敏、杨小平、

秦广华

2

鄂尔多斯盆地致密油藏

全生命周期开发理论与

关键技术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定边采油厂、西安

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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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边采油厂

张 彬、展转盈、王成俊、陈志明、张 刚、

王 强、白耀文、王维波、杜 伟、乔 伟、

马国艳

3
沙棘人工林平茬更新机

制与应用

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西南林业大

学、定边县林草工作站
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张泽宁、刘春红、曹子林、郭彩云、陈文红、

张增悦、郭胜伟、张 惠、刘姝玲、侯 玲、

王新宇

4
复合微生物菌剂在畜禽

粪污处理中的应用

靖边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陕西沁稼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靖边县人民政府

罗国洋、王生明、曹士明、苗 虎、朱 婷、

蒋建琳、韩丽霞、苏美云、贾凤菊、王 一、

任兴武

5

六味地黄丸联合利拉鲁

肽和二甲双胍治疗2型

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榆林市中医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 霞、张彦利、王 荣、刘 泉、柳 文、

刘繁荣、张 凌、曹继高、陈向波、王亚飞、

李 桢



6
高危前列腺癌治疗的优
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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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飞、李治清

7
姜紫丹电荷靶向乳剂凝
胶的制备及其抗银屑病
药效与作用机制研究

榆林市中医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康 丽、李 霞、张 君、延学学、郭喜存、刘
玉

8
TCD对ICA闭塞或重度
狭窄患者侧支循环开放
的诊断价值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崔 虹、张 华、孙 剑、弓汶钰、高雪琴、马
智琳、封 婷、薛瑞芳、蒲 娟

9
注水交替进镜法在经肛
肠梗阻导管置入术中的
应用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小玉、白艳霞、牛艳玲

10
床旁教学协同情境模拟
在护理培训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薛花蕊、张亚芬、刘玉霞、高一凡、史慧婧、
韦 静、杨 莉、万丽婧、田 野、刘丽娟、徐
红丽



2021年度榆林市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二等奖（15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部门 主要完成人员

1
高含烃污水深度处理技术

工程化应用研究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榆林

炼油厂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榆林炼油厂

曹培宽、高怀荣、李明星、韩启飞、

田春艳、贺继娥、贾巨光、刘 吉、

倪晓斌、

2
费托合成催化剂生产技术

提升及产业化应用
兖矿榆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杨霈霖、巩守龙、刘付亮、蒋凡凯、

柳永兵、刘 欣、田佰起、张 雨、

郑晓玮

3

氧化铬増韧氧化铝陶瓷柱

塞研发及在千万吨级煤矿

乳化泵的应用示范

府谷县旭丽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府谷县人民政府
王旭东、王 惠、杨建锋、刘丽荣、

王 东、 刘建雄、郝宇龙

4
“金科玉”系列机收玉米

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
榆林市金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陈 章、拓云飞、叶彩萍、李 悦、

姚晶晶、陈晓岚、冯 娟、刘 燕、

刘 慧

5
旱地谷豆轮作效应研究与

配套施肥技术的集成示范

神木市绿佳源农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神木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河南科技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神木市农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神木市人民政府

高成平、李 瑞、张 瑞、梁鸡保、

白 伟、牛晓丽、孟新刚、张 霞、

梅成芳

6
陕北白绒山羊标准化养殖

规范研究与示范
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霍永智、南 风、马 东、刘小东、

高玉平、王生明、柳会林、冯 波、

刘柯柯

7
外科重症监护病房侵袭性

真菌感染临床监测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徐 宁、申志军、张启龙、张金龙、

任姣雪、贾 娟、吕兰兰、李 莉、

邓 雍



8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对麻

醉维持自主呼吸、定向

力、不良反应的影响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霍建臻、贺 峰、惠 勇、耿利娜、

党炳文、张世强、陈庆林、高媛媛、

王 雄

9

补阳还五汤联合红光局部

照射康复治疗脑卒中后肩

手综合征的效果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张广飞、祁凤英、强 军、杨翠花

10
中药洗剂促进肛周脓肿、

肛瘘术后创面愈合的影响
榆林市星元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张生东、张稳存、刘 茜、曹 宇、

张彩虹、刘 娥、刘宇芳、郭喜牛、

段锦玉

11

集束化手术室护理对促进

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恢复

的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耿利娜、曹亚梅、柳宏梅、张利丽、

李 妮、王志飞、王园园、高 萌

12

上颌第一前磨牙牙根及根

管解剖形态的锥形束CT研

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刘晓静、朱军利、姚建辉、吕小卫、

王永华

13
复发性流产孕前、后中药

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榆林市中医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李晓倩、米玉茹、郑 玲、米艳荣、

冯 乐、折 娜、韩金山、任宁卫、

王霞霞

14
MRI诊断乳腺硬化性腺病的

临床价值
榆林市星元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韩建秀、段锦玉、赵超超、马爱军、

蔺鸿儒、李巧娥、张学平、张建兵、

陈 宇

15

吴茱萸中药热奄包热敷神

阙、中极穴治疗肛肠术后

尿潴留

榆林市星元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刘 茜、张彩虹、张生东、张稳存、

段锦玉、王艳芝、曹雅欣、李海霞、

王 宁



2021年度榆林市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三等奖（2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部门 主要完成人员

1 电石炉料共成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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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强、张 宇、宁小钢、熊 磊、

曾宪军、柳 玉、袁丽华

2
一种液压支架用环保型浓缩液及其

制备方法
榆林市金世源矿用油品有限公司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杨 侠、刘高强、刘著著、张 宵、

周奋螓、刘改改、刘小艳

3
油田注水系统自动化控制节能降耗

技术研究与试验

延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靖边采油

厂

延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靖

边采油厂

霍庆峰、李燕承、董小刚、崔维兰、

刘 志、黄天怿、聂安琪

4
毛乌素沙地衰退灌木林更新复壮技

术与示范

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榆阳区林业和种苗工作站
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肖建明、张泽宁、常苗苗、乔占国、

王生源、白文慧、郭胜伟

5
无定河流域稻田养蟹技术研发与应

用

榆林市横山区水产工作站、榆林

市横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榆林市横山区人民政府

郭宏强、乔文渊、郭子强、罗建斌、

周琛山、王保元、柳 媛

6
粮饲兼用玉米飞宇1526选育与示范

推广
榆林市飞宇种业有限公司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马红艳、崔 渊、李 会、叶 军、

乔 凯、李 悦、陈婷婷

7 葭州大酸枣 佳县林木种苗工作站 佳县人民政府
马廷军、王珊珊、马 盼、张智锋、

申锋锋、杜永宏、李爱琳

8
咳嗽动作与Valsalva动作联合右心

造影检查对卵圆孔未闭的对比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云霞、张小用、李彦青、刘艳莉、

朱 艳

9
陕北地区儿童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

临床研究
榆阳区人民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牛锦龙、牛湉鑫、高 洁、李晓龙、

范 静、康莉莉、牛文娜

10
腹腔镜手术联用术尔泰降低术后粘

连性肠梗阻发生的临床研究
榆林市星元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白卫兵、周喜斌、王建睿、王 伟、

孙建国、张春雷、郭明飞、

11
PICC项目管理组在降低PICC置管并

发症中的作用分析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高 媛、宋明芳、韦 静、辛亚慧、

张 悦、 梁小平、薛花蕊

12
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的疼痛特征及

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朱 江、陈 彭、封 婷、白艳艳、

张伟靖、王 迎、崔 虹



13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理影响因素

的调查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亚飞、薛花蕊、刘玉霞、高一凡、

宋明芳、韦 静、史慧婧

14

不同镇痛药物对结直肠癌患者镇痛

效果、免疫功能及预后的影响的临

床研究

榆林市星元医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段锦玉、韩建秀、罗 瑞、刘文秀、

李 勇、乔永军、潘志军

15
舒芬太尼通过不同途径分别应用产

科和骨科手术麻醉中临床观察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罗 瑞、高彦东、段锦玉、高 静、

韩利锋、艾 伟、郭宇峰

16
复方肾炎片联合强的松对阿霉素肾

病幼鼠模型的治疗作用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王英娟、刘增芳、白 进、韩永军、

李迎侠、黄彩虹、苏 乐

17
0～6岁支气管哮喘儿童发病相关因

素调查分析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健康卫生委员会

梅玲华、刘增芳、侯 伟、贺兆平、

马 宁、吉朝利、杨永宏

18
右美托咪定对消化道肿瘤患者围术

期免疫反应和术后预后影响的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高彦东、罗 瑞、苏 伟、郭宇峰、

张利佳、李瑞涛、艾 伟

19
遗传和环境因素对青少年脑区域面

积发育影响的研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马兴顺、黄 苗、陈 瑛、冯丙东、

乔子梅、朱 江、薛 瑶

20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与宫颈癌

患者化疗疼痛的相关性分析

榆阳区人民医院、榆阳区妇幼保

健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王换霞、张 瑞、杜 瑞、周巧宁、

李冬梅、张润梅、毕何霞

21
脑卒中相关危险因素的对比分析研

究
榆林市第一医院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陈 彭、朱 江、白艳艳、赵 斌、

陈 瑛、薛亚妮、柴玉梅

22
振幅整合脑电图对新生儿脑损伤诊

断及预后评估研究
榆林市第二医院 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增芳、王英娟、贺兆平、宋彩虹、

曹珍珍、梅玲华、刘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