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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

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简介

　　省环科院是省生态环境厅和省科技厅双管的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全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研究和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绩效

评估，开展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工艺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污染减排对策研究、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

关系研究、农村环保研究、清洁生产审核以及环境科技咨询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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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项

领导信息

        目前共有在编人数42人。在厅党组支持下，先后招聘、借用博士、硕士等科研人员106名，逐步形成了148人科研团队，是一支年轻的

队伍。

        我院以创新求真、敬业为民为宗旨，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科技支撑环保发展为目标，大胆改革、开拓

创新，在管理体制、科研业务、党风廉政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建设美丽陕西做出了突出贡献。2011年以来，先后联合

20多家省内高校、全国相关研究院所、国内外环保企业组建了6个研究平台：中荷水污染控制技术研发中心、研究生培养基地、陕西省重点

实验室、陕西省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博士后创新基地、陕西省环保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用国内外优势环境

科研资源，克服我院人才不足的劣势，破解陕西环境污染的技术难题，为我省治污降霾、治污清水、生态保护、农村环保，改善环境质量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狠抓单位建设，连续几年被评为省环保厅优秀单位、省科技厅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先后获得省环保系统文

明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标兵等荣誉，2017年荣膺全国文明单位；成为省级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建国先进集体和国家环保

科技工作先进集体。

 

 

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获省部级奖励一览表

序号 获奖课题
获奖类别

获奖年度
省部级

1 西安浐河地区硼污染监测研究 省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0

2 抗污染植物筛选的研究 省政府科技成果二等奖

3 渭河水质评价及污染控制途径研究 省政府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3

4 大气污染与肺癌疾病的关系 省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

5 西安污染区农业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省政府三等奖 1987

6 全国工业污染源调查重大科技项目 国家环保局、国家经委、国家统计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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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国家科委、财政部一等奖；省政

府二等奖

7 陕西省工业污染源调查评价与控制途径研究 省政府二等奖

8 渭河地方环境标准及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 国家环保局科技成果奖
1991

9 陕西省国土开发整治总体规划 省政府一等奖

10 陕西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 省政府三等奖 1992

11 陕西省土壤环境背景制研究 省政府三等奖 　

12 陕西省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 建设部一等奖
1994

13 环境监测技术系列研究 省政府三等奖

14 陕西关中地区氧化塘污水处理技术开发应用及示范工程实验研究 国家环保局科技成果奖 1996

15 五年环境质量报告书（1990-1995年度）八五攻关项目 国家环保局三等奖
1997

16 渭河地方标准及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 国家环保局科技进步三等奖

17 秦俑小气候研究和环境质量评估及对策 国家环保局科学进步三等奖

1998
18 陕西省骊山风景名胜区环境保护规划研究

省政府三等奖（2001）、国家环保局

科技成果奖

19 关中地区水污染控制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省政府三等奖；科技部、财政部、国

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重点科技攻

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2001）

2000

20 黑河引水工程水源保护研究 省政府三等奖 2001

21 汉江、丹江陕西段水污染现在与污染趋势研究 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2003

22 公路汽车污染物排放因子的研究 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2004

23 公路隧道污染物浓度控制标准与环境影响研究 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2006

24 陕西秦岭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 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25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产排污系数研究及应用 环保部环境保护科技二等奖 2009



26 陕西省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技术报告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

组 三等奖

27 黄河流域陕西段环境容量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研究 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2012

28 “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奖 环境保护部

29 渭河水污染防治专项技术研究与示范 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2014

30 陕北侏罗纪煤制兰炭清洁生产工艺研究及示范项目 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获地市/厅局级奖励一览表

序号 获奖课题
获奖类别

获奖年度
地市/厅局级

1 西安市区工业污染源评价及控制途径研究 市政府科技进步四等奖 1987

2 延安市大气污染与防治技术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8

3 陕西省工业污染源调查评价与控制途径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4 公元2000年陕西环境预测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9

5 陕西省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6 陕西国土总体规划 省计划委员会特等奖

7 陕西大气环境监测优化布点的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8 公路两侧土壤污染预测方法和模式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2

9 陕西省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10 金堆城钼业公司尾矿库泄漏事故环境污染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11 陕西省自然保护纲要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三等奖

12 新兴开发区（神府煤田）环境规划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三等奖

13 剩余活性污泥处理含六价铬废水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



14 陕西省环境质量报告书（1985-1990）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15 粉煤灰混凝剂的植被与应用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5

16 陕西省泾渭湿地丹顶鹤等珍惜大种群鸟类的发现考察及保护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17 环境样品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三等奖

18 陕西关中地区氧化塘污水处理技术开发应用及示范工程实验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19 自控式高压消解器研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7

20 渭河地方标准及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21 陕西省骊山风景名胜区环境保护规划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8

22 彩虹彩色显像管总厂清洁生产审计实效分析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
23 清洁生产经济效益统计、计算方法及激励机制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24 HYF型环保医用焚烧炉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25 环境模拟试验箱设计与控制技术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三等奖

26 关中地区水污染控制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027 大气颗粒物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28 渭河污染及发展趋势及战略对策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29 环境监测理论与适用技术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1

30 汉江、丹江陕西段水污染现在与污染趋势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3

31 陕西秦岭生态功能区保护规划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

32 西安浐灞生态区总体规划环评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8

33 渭河生物治理工程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

34 陕西省地下水污染现状调查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9

35 浓缩果汁加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

36 陕西省环境承载力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特等奖

201037 陕北地区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及发展对策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

38 陕西侏罗纪煤制兰炭污染源解析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



39 旬阳县汞矿区汞污染调查及成因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1

40 城市生态型新区生态建设规划研究报告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二等奖

41 陕西省“十二五”环境保护工作思路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三等奖

42 黄姜皂素生产水污染源解析及污染治理工艺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三等奖

43 关中地区渭河流域COD环境容量测算及总量分配方案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244 “钱氏油化技术”研究与推广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二等奖

45 中国北方地区分散式污水处理及回用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三等奖

46 渭河水污染防治专项技术研究与示范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14

47 陕北侏罗纪煤制兰炭清洁生产工艺研究及示范项目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48 年产200吨黄姜皂素清洁生产和废水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工业化示范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9 陕西省案例地区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13年）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50 兰炭煤气用于金属镁生产烟气脱硫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项目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51 陕西环境经济政策分析与战略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52 西安浐灞生态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53 环保型易降解工业助剂的技术开发与产品应用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54 榆林市“多规合一”生态保护红线划分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5

55 用于农村污水处理的生物生态复合处理技术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56 汉丹江流域（陕西段）重点行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57 乡村分散型污水低成本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58 以乡镇为单元的分散型污水低成本全过程控制整装成套技术研发集成示范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59 矿热炉烟气治理及余热发电技术研究与应用 获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1660 乡村分散型污水低成本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61 以乡镇为单元的分散型污水低成本全过程控制整装成套技术研发集成示范 陕西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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