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8月，河南省政府出台《河南省专利奖励办法》，正式设立河南省

专利奖。河南省专利奖旨在奖励对促进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突出贡献的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每两年评选一届，每届奖项总数不

超过50项；获得河南省专利奖的单位及个人，由省政府进行表彰和奖励，并颁

发证书和奖金。目前，第一届河南省专利奖获奖项早已揭晓，共评选出获奖专

利49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 17项、三等奖25项。2017年

12月，在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河南2项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全国共

20项），14项专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获奖专利

基本涵盖了我省主要技术领域，专利质量高、技术先进性强，且转化实施产生

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着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彰显了河南专利的质量

新优势和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是河南省近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的又一新成果。现将有关获奖专利予以刊

登，以进一步提升河南省专利奖的社会影响力，推动形成全省创新创业的良好

风气，以高质量专利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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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高质量 中原更出彩

专利名称：2’-氟-4’-取代核苷类似物、其制备方法及
应用

专利权人：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特点：该发明专利为药物阿兹夫定，是一种艾滋病

毒逆转录酶抑制剂，能够有效抑制艾滋病病毒在体内的逆
转录与复制，由郑州大学常俊标教授率领团队研制，并以
4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
床研究表明，相对现有的抗艾滋病药物，阿兹夫定能更有效
地针对变异的艾滋病病毒发挥阻断作用，具有低耐药性和
高疗效的显著优点。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按国际通
行标准进行的细胞学试验结果，证明了阿兹夫定的药效：与
目前（2013年）临床用的抗艾滋病药物3TC相比，阿兹夫定
药物活性是其 1000～2000倍。相比现有抗艾滋病药物，
阿兹夫定还具有服用量小、治疗费用低等显著优势。普通
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一般每天需要 100毫克～200毫克，而
阿兹夫定每天只需要 1毫克。阿兹夫定问世前，我国使用
的抗艾滋病药物都是经过国外允许可以在中国生产的仿制
药物，而阿兹夫定属于国际上创新的药物，其通过 PCT国
际专利申请进入美国、欧洲、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因该药品研制成本相比国外低，使艾滋病患者每年的治
疗费用大幅度降低，且由于毒副作用小、抗艾滋病毒疗效优
于国内外同类药物，为越来越多经历长期治疗而产生抗药
性的病人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

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专利金奖
河南省获奖专利
（2项）

专利名称：半刚性基层路面病害检测与高聚物注浆维
修方法

专利权人：郑州安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特点：该专利是一种以落锤式弯沉仪（FWD）、探地

雷达(GPR)无损检测技术为基础的半刚性基层路面病害检测
与高聚物注浆快速维修方法，其主要技术特征在于：首先应
用探地雷达、落锤式弯沉仪对路基路面进行检测诊断，判断
病害位置、类型和范围，然后在需要进行病害处治的路段注
射高聚物材料，利用高聚物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后，体积迅速
膨胀并固化的特性，实现快速填充裂缝和脱空、排除积水以
加固路基。该专利首次提出了电磁与动力无损检测和高聚
物注浆相结合的高速公路修复新方法，实现了无损检测与高
聚物注浆技术集成和高速公路非开挖维修技术的重大突破，
开创了高速公路病害处治的新途径。高聚物注浆技术与采
用开挖式维修技术比较，可节约直接费用53％，节约间接费
用75%，延缓高速公路大中修3年—5年，经济效益巨大。该
专利已在河南、湖北、安徽、河北、浙江、江苏、福建、四川、山
西等29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台湾地区包括京港澳高速
在内的120多项高速公路维修工程中得到应用，累计应用里
程达30万公里高速公路或干线公路，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
果，被中科院林皋院士誉为“我国公路交通领域代表性成果，
符合我国高速公路养护管理的迫切需要，是我国高速公路养
护维修技术成果转化的重大实践和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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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河南省专利奖获奖专利
特等奖（2项）

专利名称：混合动力客车用集成式电机控制及
充电装置

专利权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特点：该专利以宇通混合动力系统为载体，

创造性的将电机控制器、电附件控制器、高压配电单
元等高压零部件集成为一个系统，是一种全新的车
辆功能集成方法，大幅提高了新能源客车高压安全
性、功率密度和电磁兼容性能，有效降低了生产和服
务成本，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该专利为核
心开发的新一代新能源客车成为本企业的主销产
品，近三年实现销售额 190.17 亿元，利税 25亿元，
同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技术进步。产品推广应用的
混合动力客车每年可节油 8192.27 万升，节气 2.31
亿立方，节省开支 14.26 亿元；减少 CO2排放 66万
吨，减少NOX排放 3820吨，减排效果相当于种植近
5万亩阔叶林，或 18.3 万辆私家车单双号限行 1年
的效果，节能减排社会效益巨大。宇通客车基于该
核心专利，在整车节能与控制技术、高压电源变换技
术、高密度电驱动控制技术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专利
群，其中仅在高压控制集成方向就形成20余件延伸
专利，对《电动客车安全技术条件》的编制提供了技
术支撑，作为行业重要准入管理文件强制执行，并已
立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对行业发展意义重大。

专利名称：一种开敞式全断面岩石掘进机
专利权人：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专利特点：该发明专利是集机、电、液、光、气等

技术于一体的工厂化流水线隧道施工装备，能够实
现掘进、支护、出渣等隧道施工工序并进行连续作
业，具有开挖效率高，成洞质量好，作业更安全的优
点。基于该发明专利生产的开敞式全断面岩石掘进
机（TBM），先后应用于吉林引松供水工程、黎巴嫩
大贝鲁特引水工程、新疆供水工程、大瑞铁路高黎贡
山隧道工程，由于良好的实施效果，多次获得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等节目的关注。其中应用于吉林引松
供水工程的中铁188号TBM自始发掘进以来，不断
打破纪录，并于 2017年 11月创造月进尺 1318.7米
的国内新纪录，累计掘进长度超过 17.5km，是目前
国内自主研制的 TBM 在单个项目掘进的最长距
离；应用于黎巴嫩大贝鲁特引水工程的中铁 237/
238号 TBM作为最小直径硬岩掘进机，最高日进尺
72.65m，荣获 2017年度中国好设计银奖。中铁工
程装备集团基于该核心专利，已先后完成了 4项国
家标准的制定，累计获得 5项发明专利、36项实用
新型专利的授权，形成了系列化的TBM产品，市场
占有率连续5年保持国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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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5项）

专利名称：空气氧化脱肼法合成阿糖腺苷及其
类似物

专利权人：河南师范大学，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专利特点：该发明专利以“阿糖腺苷及其类似物
的绿色合成路线”著称，用CuSO4做催化剂，不易重
金属超标，以空气做氧化剂，以水为溶剂，避免了传
统脱肼技术中大量的有机溶剂、氧化汞或氧化银等
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一项绿色环保、价廉、易
操作的技术，使用范围广，可用于众多上市阿糖药物
的合成与生产，也可用于其他一些含氮杂环化合物
合成；所用原料价廉、易得，可降低药物成本，收率高
达 92%，比传统方法提高 20%-30%。该发明专利
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后，使阿糖核苷的市场价格由
5000元/公斤降低到 3500元/公斤，在国内替代了
进口。该发明专利广泛应用于生产治疗白血病、艾
滋病和癌症药物，推动我省医药行业的发展；作为基
因工程研究的原材料、食品添加剂和生化试剂，推动
我省生命科学的研究进展。1

专利名称：级联紧凑型1×N非均匀光分路器
专利权人：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特点：该发明提出的一种级联紧凑型 1×N

非均匀光分路器，采用非均匀三分支结构和 Y分支
结构级联形成非均匀光分路器结构，可实现各种路数
各种功率不均匀分配，级数较传统非均匀光分路器
少，尺寸大幅度减小，PDL和 WDL较小，解决了传
统非对称不均匀Y分支光分路器的PDL和WDL较
大，且级数多、尺寸较大等技术问题。该发明专利应
用于光纤到户用光分路器产品1×N，2×N及特殊系
列等20多种产品，并在国内首次实现了PLC光分路
器芯片批量化生产，打破了国外对“宽带中国战略”
FTTH光分路器芯片的垄断，填补国内空白，为我国
宽带建设“提速降费”提供了保障。依托该专利建成
了国内首家规模最大的PLC光分路器芯片生产线，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路线，具备年产
20个品种的 PLC光分路器，晶圆成品率超过 95%。
近三年累计销售芯片4400万个（对应4亿终端），芯
片销售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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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环氧浇注绝缘子制造方法
专利权人：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平高集

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专利特点：该发明专利是一种适用于特高压盆

式绝缘子的环氧浇注绝缘子制造方法，包括金属嵌
件表面处理、配制浇注料、金属嵌件装模、浇注、固化
和脱模等步骤。采用该专利制造的特高压盆式绝缘
子强度高、韧性好，综合性能优良，嵌件树脂结合力
达55MPa，在 10次冷热循环试验后，水压破坏强度
达 4.0MPa以上，绝缘子击穿强度达 35kV/mm，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采用该专利技术制造的特高压盆
式绝缘子等绝缘部件，在国家多项特高压工程中应
用 6000多件，替代了进口，使得国产绝缘件在特高
压工程中的应用率从 15%提升至 80%，且质量稳
定、运行可靠，有力保障了电网安全，促进了输变电
设备技术进步，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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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5-降冰片烯-2，3-二甲酸酐生产方
法

专利权人：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专利特点：该专利通过以廉价的乙烯副产物混
合碳五为原料，生产中还可得到另一种新化工原料
脱环碳五，解决了现有的5-降冰片烯-2,3-二甲酸
酐生产方法废渣多、污染环境的技术难题，降低了原
料的分离成本、提高了原料利用率。该专利技术可
广泛适用于大部分通过Diels-Alder反应生产酸酐
类电子封装材料的生产工艺，具有较好的技术通用
性。使用该核心专利技术在惠成电子建成了年产万
吨的生产装置，近三年销售收入达4.1亿元，出口额
占 50%以上，专利权质押融资 3600万元，实现了从
专利技术到产业化的成功转化，取得了良好经济和
社会效益。目前，专利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树脂基复
合材料构件、绝缘涂料、电致发光材料（LED）及电子
电感元件电子封装材料、医药等各领域，主要出口欧
盟、美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国内最大的
酸酐生产基地和国际上该类产品的重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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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大厚度Ni系低温容器用钢板及其生
产方法

专利权人：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专利特点：该发明专利采用独特的复合合金化

技术，实现细化晶粒和析出强化的综合强化效果，解
决了大厚度钢板高Ni含量带来的锭坯裂纹、表面质
量等技术难题，为国内首次提出并采用两次淬火工
艺提高 3.5Ni韧性且取得了良好效果的专利，钢材
具有良好的超低温冲击韧性。依托该专利，专利权
人成功开发了国内最厚150mm的 3.5Ni钢板；产品
实物质量达到并超过国外同类产品，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该公司也是国内唯一一家 3.5Ni钢板的供货
企业，产品用于国内 30多个重点石油化工、煤化工
项目。四年来，舞钢公司3.5Ni钢板累计供货11000
吨以上。该产品大量替代进口，由专利技术实施之
前的100%进口，到当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5%，为
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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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河南省专利奖获奖名单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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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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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

ZL201210336080.9

ZL201310419965.X

ZL201410082366.8

ZL200910064267.6

ZL201410355443.2

ZL201310428478.X

ZL201210282001.0

ZL200810049660.3

ZL201410051006.1

ZL201210324961.9

ZL200910064126.4

ZL201410739259.8

ZL03123692.8

ZL201410351934.X

ZL200810231195.5

ZL201110002814.5

ZL201220561193.4

ZL201010207302.8

ZL201410508782.X

ZL200810050070.2

ZL201010213790.3

ZL201410144631.0

ZL201110361240.0

ZL200910205063.X

ZL201110182638.8

ZL201410250611.1

ZL201110336983.2

ZL201310101602.1

ZL200910065500.2

ZL201010591847.3

ZL201310735134.3

ZL201310443997.3

ZL201210007345.0

ZL201310087687.2

ZL201310126809.4

ZL201210163047.0

ZL201410116807.1

ZL201210267164.1

ZL201310067402.9

ZL201210494909.8

ZL201310245500.7

ZL201030239707.0

ZL201110141334.7

ZL201110120920.3

ZL201010201889.1

ZL201110289991.6

ZL200610017345.3

ZL201010165090.1

ZL201530266344.2

专利名称

混合动力客车用集成式电机控制及

充电装置

一种开敞式全断面岩石掘进机

大厚度Ni系低温容器用钢板及其生

产方法

5-降冰片烯-2，3-二甲酸酐生产方

法

级联紧凑型1×N非均匀光分路器

空气氧化脱肼法合成阿糖腺苷及其

类似物

环氧浇注绝缘子制造方法

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

瓦斯预抽钻孔煤屑回填封孔方法

一种汽车正碰折弯吸能机构及具有

该机构的汽车

一种钛及钛合金熔化极惰性气体保

护焊接技术

一种2极箱式发电机

一种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中药及其制

备方法

一种磷铌铸铁气缸套及其制备方法

基于电压互感技术的多档速电机档

位识别方法及装置

ZL氘代非手性克里唑蒂尼及其衍生

物、制备方法和应用

带非金属复合滑板的转体球铰

一种利用糖清液发酵生产乳酸的方

法

一种室温固化聚氨酯灌封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一种LiLSX分子筛的制备方法

连续处理铅阳极泥的方法及其装置

一种快速加热玻璃板的加热炉

长春西汀注射液及其生产方法

一种测温、保护控制方法

一种耐高温钛膜超硬复合材料及其

生产工艺

带机械换向及负载换挡的多挡拖拉

机传动装置

起重机防摇摆控制方法

静电纺纳米纤维喷气纺纱机与使用

方法

一种平衡误差消除式的高精度数字

锁相方法

晶闸管阀段及其压接方法

装配式环筋扣合锚接混凝土剪力墙

结构体系

一种高锡银基焊条

一种高压开关Cu-Cr合金触头、触

指或触头座类零件的加工方法

起重机过轨吊及其自动对中系统

一种超高压钢丝缠绕复合材料软管

一种微生物转化法制备胆固醇的方

法

一种功能复合型氧化锆耐火制品及

其制备方法

提高传感器响应时间的方法

松土促根剂及其制备方法

含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亚单位抗

原的疫苗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一种“一锅法”制备尼卡巴嗪的方法

轮式拖拉机

一种整体机架四驱气刹后转向农用

抓草机

瓦斯抽采中心分流式注浆封孔装置

与封孔方法

用一步精制法提取发酵液中色氨酸

的生产方法

精炼炉炉衬用金属复合防渗不烧镁

尖晶石砖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高压断路器

一种制革废液分步循环再利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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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设备

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

无损检测技术在高速公路修复施工中得到应用

宇通公司厂区俯瞰图

中铁装备下线的8.03米全断面硬岩掘进机

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动力汽车运输船应用的是舞钢9Ni钢

5-降冰片烯-2,3-二甲酸酐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绝缘子应用—特高压淮南变电站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