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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奖励类别： 技术推广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0Y0604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公布名（专
用项目）

主要完成人 王西胜，李存良，冯璐，郝际平，王明荣，卜延渭，潘汝奇，赵钦，马小波

主要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
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是否国家秘密技术项目 否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地面工程 代码 5604520

2 金属结构 代码 5603530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房屋建筑业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无

任务来源 省市基金,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编号：201261201200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基金，编号：2014-K3-006；
陕西建工集团科技委员会课题，编号：SJKT-2017-05。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5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45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6年6月1日 完成：  201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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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单位意见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提名者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联 系 人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联系电话 13659147737

电子邮箱 sceas@vip.163.com 传　　真 029-87284808

提名意见：
      该项目通过研究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及其在大型工程中的应用，在设计控制、
钢结构施工、混凝土施工、机电安装等四个领域，分别形成⑴叠层厂房防微振控制技术；⑵超大面积高洁
净度电子厂房气流诊断与控制技术；⑶施工过程力学仿真分析技术；⑷钢结构梯次安装技术；⑸超长超宽
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⑹钢框架结构安装安全防护标准化技术；⑺超大型钢结构厂房信息化智能管控
建造技术、⑻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养护技术；⑼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⑽多
层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施工技术；⑾多联机空调系统智能控制技术；⑿通风空调风系统
检测节预制安装技术等多项关键施工技术。
      该项目形成10项发明专利（5项已授权）、12项实用新型专利、国家标准1项、地方标准1项、5项省级工
法、2项软件著作权、5项企业标准、26篇论文等研究成果，经鉴定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
研究成果在CEC咸阳彩虹第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
公司存储芯片二期项目等多项大型工程中成功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

　　本单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提供
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奖励等级意向（由项目组填写）

一等奖

二等奖及以上 √

三等奖及以上

　　说明：省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提名、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提名单者应
严格依据省科学技术奖的标准条件，说明提名项目的贡献程度及等级建议。“仅提名一等奖”评审落选项
目不再降格参评二等奖，“提名二等奖及以上”的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项目组与提名单位
沟通后，做出提名等级意见；提名项目正式提交后，提名等级建议本年度不得变更。请在相应栏打
“√”进行选择，并由第一完成人签字确认。
       准计量科普类项目请勾选“二等奖及以上”或者“三等奖及以上”。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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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随着我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半导体、芯片、液晶面板等产

业的快速发展，超大型钢结构高洁净厂房的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厂房结构体量向大

型化发展，质量和刚度分布不均匀，结构构成单元多，子构件空间尺寸大，安装层

次多，构造与体型复杂，造成施工过程受力多状态变化，施工控制难度大。目前我

国针对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技术尚未开展系统的研究。 

课题组在多项国家和大型企业自主研发项目的支持下，针对超大型无缝多层钢

结构高洁净厂房的施工力学和施工控制技术，开展全面研究。通过理论分析、数值

模拟、试验研究解决了建造过程的复杂关键难题，提出了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

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主要创新内容有： 

（1）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设计控制技术：针对叠层电子厂房的结构特

点，创新性地采用钢桁架+华夫板结构形式，提高微振平衡竖向和水平刚度，解决了

上下层刚度突变难题；首创差别化区域离散建模及网格处理，解决了气流扰流和交

叉污染难题。 

（2）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控制技术：针对超大型无缝钢结

构高洁净厂房的结构特点，考虑关键影响因素，提出梯次安装技术；提出考虑结构

体系的平面刚度分布变化，优化合龙带设置及合龙温度；采用对局部关键节点的位

形约束进行控制和修正的时变分析方法，实现全过程智能建造；对建造过程中防护

体系的通用化、装配化、标准化进行创新。 

（3）多因素影响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混凝土高精度施工技术：针对超

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的混凝土结构特点，分别从支撑系统、混凝土施工工艺、

冬期混凝土养护技术进行创新研发，提出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高表面系数压型

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养护技术，解决了在超短工期下混凝土结构质量要求高的

难题。 

（4）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与结构一体化施工技术：针对高洁

净电子厂房机电施工特点，分别从封闭管廊、洁净室、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施工和检

测调试工艺等进行研究，开发了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技术，多联机系统智能

控制技术，空调风系统性能检测结构成套技术。实现“设备-结构”一体化系统建造。 

课题组申请发明专利 10项，已授权 5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2项，形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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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1项、地方标准 1项、软件著作权 2项、省级工法 5项、企业标准 5项，发表

论文 26 篇。 

课题研发成果在 CEC·咸阳彩虹第 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ACF厂房、

CEC·咸阳彩虹第 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OC厂房、三星（中国）半导体有

限公司存储芯片二期项目、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应用，共取得经济效益

4151.40 万元。 

课题研发成果得到业界广泛认可，在“第四届土木工程国际学术会议暨 2017中

西部土木工程高峰论坛”等重要会议进行交流；有力推动同类工程建造技术水平，

成果应用工程获“中国钢结构金奖”、“住建部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文明工地”

等荣誉，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2020 年 05月 14日，科技研发成果经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一

致认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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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限 5 页） 

1.1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设计控制技术 

（1）叠层厂房防微振控制技术 

叠层厂房各功能楼层竖向刚度突变不能满足微振工艺要求。 

本创新技术将不同功能楼层（刚度突变）组合设计为钢桁架+华夫板结构形

式，结构设计分析计算变为一层，同时根据功能优化桁架高度，提高微振需要竖

向和水平刚度的同时，既解决了上下层刚度突变问题，也节省了钢材用量。依托

项目楼层水平刚度可提高 50%，钢材用量可节省 30%。本设计创新填补国内空白。 

本技术已形成发明专利 2 项：《一种洁净厂房采用华夫板解决微振的实现方

法》（CN201811619244.2）、《一种洁净厂房采用微振支座解决微振的做法》（CN2

01911239113.6）；实用新型专利 2 项：《一种液晶面板厂房叠层生产时采用桁架解

决微振的实施结构》（ZL201921396132.5）、《采用微振柱铰接解决结构刚度突变的

电子厂房叠层结构》（ZL201822227143.2）。 

（2） 超大面积高洁净度电子厂房气流诊断与控制技术 

因洁净厂房气流组织不良，导致粉尘粒子污染产品，良品率下降。 

本创新技术首创差别化区域离散建模及网格处理，模拟预知生产全过程、多

维度的气流动态细节，实现 FFU 及高架地板设计及工艺布置的设计优化校核，解

决了气流扰流和交叉污染，满足了工艺要求，降低了系统能耗。本创新技术形成

行业特创技术。 

本技术形成发明专利 2 项：《一种洁净厂房用垂直安装的 FFU 系统》（ZL201

110216498.1）、《一种通风用空调过滤器性能测试系统》（ZL201310651956.6）；实

用新型专利 2 项：《一种洁净厂房生产区温度控制系统》（ZL201821521718.5）、

《用于洁净厂房的高开孔率华夫板》（ZL201821901936.1）；国家标准《洁净厂房

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51110-2015）；软件著作权《电子洁净厂房地板开孔率

计算软件 v1.0》；专著《Fundamentals of Air Clean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

cation  in Cleanrooms》。 

1.2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控制技术 

（1） 施工过程力学仿真分析技术 

在项目建造过程中，结构构件的几何形态、荷载和边界条件与设计状态完全

不同，呈现时变特性。 

为真实模拟施工过程中的力学和变形特性，通过采用修正的时变分析方法，

实现施工全过程的力学仿真分析。其技术的改进应用为优化施工安装顺序，确定

工序节拍时间，累积变形修正节点，满足结构位型、力型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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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结构梯次安装技术 

多层钢结构电子厂房具有平面尺寸超大（长度已达到 479m，宽度已达到 25

9m）、建造工期短的特点，其安装方法不同于传统安装方法，创新形成梯次安装

技术，填补了行业空白。 

本创新技术对整体结构进行平面划分和竖向划分，考虑影响因素（机械性能

及数量、构件重量及数量、工序搭接技术间歇、工种配比、人员水平、安装效率、

过程监测等）提出施工过程平面差异、楼面流水原则，制定关键线路及节拍时间

区间，改进节点和安装工艺，达到施工连续、工效提高的效果。创新技术示意如

图 1 所示。依托项目工效提高 2 倍以上，93 天完成 13.5 万吨钢结构的安装。 

本技术形成发明专利 2 项：《一种超大平面多层钢桁架电子厂房钢结构的梯

次安装方法》（ZL201711354180.3）、《一种钢结构吊挂施工提升系统及提升安装方

法》（ZL201710592225.4）。 

 

图 1  纵向竖向梯次安装示意 

（3） 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 

超长超宽结构的合龙带数量、合龙基准温度直接影响工程工期，其中屋面合

龙带影响整体结构封闭与断水。 

本创新技术在施工分析中创新思路，对比结构刚度分布，确定了弱影响因素

的基准（平面刚度比），减少了合龙带数量，对基准温度进行了重新界定（超出设

计要求）。通过精准计算，取消了屋面合龙带，减少了结构合龙带数量，合龙工作

量减少 40%，缩短工期 14 天。本创新技术形成独创技术。 

本技术形成论文《超长超宽钢框架结构合龙施工技术》（施工技术,2019,48）；

企业技术标准《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标准》（SJ-QB-JB04-2018）。 

（4） 钢框架结构安装安全防护标准化技术 

多层钢框架结构安装过程通过点作业面+线性通道形成安全设施体系。 

本创新技术进行了以竖向通道防护、水平通道防护、工作面防护、环境防护、

个体防护等防护体系以及设备移动设施为主的标准化研究，在具备安全可靠的前

提下，具有反复使用、拆装方便、实用性强、外形美观、技术创新、经济节约的

优点，并达到通用化、装配化、标准化要求。 

本技术形成省级工法《钢框架结构标准化安装安全设施施工工法》(SXSJ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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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17-060)；企业技术标准《多层钢框架结构施工安全防护设施技术标准》（SJ-Q

B-JB03-2018）。 

（5） 超大型钢结构厂房信息化智能管控建造技术 

工期超短、体量超大的钢结构项目施工过程信息数据量巨大。 

本创新技术提出了先离散再整合的方法，形成建筑信息模型标准化，同时将

信息模型与设计平台协同融合，开发了钢结构工程量自动分类统计系统，并且整

合管理资源，融合物联网、无线传感、识别定位、数据采集技术手段打造物资智

能管理平台。通过本创新技术应用，使信息传递与分析协同化、智能化、可视化，

全方位实现智能建造。 

本技术形成《陕西省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标准》DBJ61/T138-2017；软件著作权

《基于 BIM 的钢结构工程量自动分类统计软件》（2017SR319911）；对陕建集团 

“华山云商”物流采购平台的建立提供了开发思路和技术支撑。 

1.3 多因素影响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混凝土高精度施工技术 

（1） 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养护技术 

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结构表面系数（混凝土构件冷却面面积与体积的比

值）高，散热快，保温困难。 

本创新技术根据提前策划的技术路径，在组合楼板内埋设 PE-RT 管道，通过

蒸汽供应系统、自动换热系统、热水循环系统通入 35℃~45℃的低温热水，保持

混凝土内部温度≥15℃，提高冬期混凝土强度增长速度。根据实验及现场实测数据

统计，C30 混凝土 7d 强度可达到 25MPa（83%设计强度），相关技术如图 2、图 3

所示。本创新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图 2 管道布设截面图 图 3 混凝土养护试验数据统计 

本技术形成省级工法《冬期快速提高 Deck 组合楼板混凝土强度施工工法》

（SXSJGF2017-049）、企业技术标准《混凝土板冬期内置循环热水养护施工技术

标准》（SJ-QB-JB02-2018）。 

（2） 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 

常规华夫板施工工艺不能很好满足结构表面平整度高质量标准要求。 

本创新技术提出一种奇氏筒华夫板施工结构，分部位开发了高刚度装配式模

板支撑体系（合龙区为悬空型），研发联结式奇氏筒固定技术和移动轻型布料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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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混凝土浇注工艺。应用此技术，依托项目减少钢化物资 722.5 吨，缩短工期

25 天，表面平整度 2mm/2m 一次合格率 85.8%（行业平均水平 56%）。创新技术

在依托项目中的应用如图 4~图 7 所示。 

本技术形成实用新型专利 2 项：《一种奇氏筒华夫板施工结构》（ZL20182045

6808.0）、《一种钢结构合龙带桁架模架体系》（ZL201720925383.2）；省级工法《奇

氏筒模具华夫板高精度施工工法》（SXSJGF2017-048）；企业技术标准《现浇混凝

土华夫板施工技术标准》（SJ-QB-JB01-2018）；企业工艺标准《奇氏筒华夫板施工

工艺标准》（SJ-QB-YB01-2017）。 

  
图 4  奇氏筒模具华夫板结构 图 5  可移动轻型布料机 

  
图 6  奇氏筒联结式固定 图 7  悬空钢桁架模架体系 

1.4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与结构一体化施工技术 

（1） 多层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施工技术 

传统工艺施工不连续、安全投入大、作业工效低。 

本创新技术利用管道焊缝层间允许的时间间隔（LAG=5min，v=6m/min），将

安装工序线性拉开，通过研制的驱动-牵引系统、输送系统，实现固定节拍的模块

化流水建造，减少通道和工作面防护措施投入 50%，达到施工连续、安全高效的

效果。创新技术工艺系统如图 8 所示。 

本技术形成发明专利《一种管道输送安装装置及安装方法》（CN2018103445

82.3）；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管道输送安装装置》（ZL201820544678.X）；省级工法

《多层封闭式管廊管道输送安装施工工法》（SXSJGF201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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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工艺系统示意图 

（2） 多联机系统智能控制技术 

制冷剂管路系统施工和运行工况控制直接影响多联机系统设备利用效率。 

本创新技术对多联机系统进行施工及运行工况测试分析，改变传统制冷剂管

路施工方法，创新性基于图像识别技术和翅片背风侧风速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修

正原设备传感器测量、算法、阈值误差对工况控制的影响，实现自动精准控制，

减少能源浪费，增加低温制热的热舒适性。本创新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本技术形成发明专利 2 项：《一种多联机室外机除霜控制系统及方法》（CN2

01810301976.0）、《一种多联机冷媒管煨弯装置》（CN201810600997.2）；实用新型

专利 3 项：《一种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外机除霜装置》（ZL201820476179.1）、《一种

多联机室外机除霜控制系统》（ZL201820474464.X）、《一种多联机冷媒管煨弯装

置》（ZL201820906722.7）。 

（3） 通风空调风系统检测节预制安装技术 

通风空调风系统传统现场开孔检测方法，容易造成风系统和环境污染、风管

刚度降低、检测效率低、准确性不高。 

本创新技术对于大截面风管引入“切贝切夫布点法”，首创了椭圆形螺旋风管

检测布点方案，结合 BIM 技术确定最优检测位置，预制检测节，并和风管系统同

步施工，使检测结果更接近介质实际性能，确保测定调试精度与运行的效果。本

创新技术属于国内独创技术。  

本技术已收入中国安装协会《机电工程新技术》（2019 版）；形成发明专利 2

项：《通风空调系统性能测试用测量孔开孔方法》（ZL201510197840.6）、《一种采

用预制测量节检测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的方法》（ZL201510039033.1）；实用新型

专利 2 项：《通风空调系统性能测试用复合材料风管测量孔开孔设备》（ZL201520

252404.X）、《一种通风空调系统性能测试用预制检测节安装施工结构》（ZL20152

0251980.3）；形成省级工法《采用预制检测节检测通风空调系统性能的施工工法》

（SXSJGF20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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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2. 科技局限性（限 1 页） 

本项目依托的类似工程目前在国内还较少，部分关键技术对结构形式或使用

条件的要求有一定限制，合龙技术对施工结构仿真分析有特殊的边界要求，安全

防护技术在设施轻量化上还需进一步优化，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仅适用于圆孔

型华夫板，多联机空调系统智能控制技术对使用对象的识别精度还不够高，多层

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施工技术仅适用于线型管道施工。 

对于关键技术的局限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一些连接细部或者算法

的优化处理，扩大关键技术的适用性及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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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该成果《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创新性地提

出了多种关键施工技术，取得了大量数据和成果，推广应用良好，得到业界广泛认

可。具体如下： 

1、相关技术比较 

该项目形成 10 项发明专利（5 项已授权）、12 项实用新型专利、国家标准 1

项、地方标准 1 项、省级工法 5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企业标准 5 项，经国内外查

新，关键技术具有创新性，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 

2、项目鉴定结论 

本项目 2020 年 5 月 14 日经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鉴定，鉴定结论：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鉴定意见认为：项目研发了钢结构梯次安装、多层封闭式管廊管道输送安装、

内置低温循环水养护、超长超宽结构合龙、华夫板高精度施工、高洁净施工等技术，

解决了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难题。 

鉴定意见认为：该成果在 CEC 咸阳彩虹第 8.6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

FT-LCD）项目、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存储芯片二期项目等多项大型工程

中成功地进行了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3、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 

1）以该项目关键技术形成的成果《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获得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以该项目关键技术形成的成果《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获得陕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3）以该项目关键技术形成的成果《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获得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4）以该项目关键技术形成的成果《通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结构成套技术创新

与实践》，获得中国安装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5）以该项目关键技术形成的成果《超大面积高洁净度电子厂房气流诊断与控

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获得中国安装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4、本项目各种关键技术在国内各类重要学术刊物共发表论文 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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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广交流 

1）中国安装协会举办的“机电工程项目管理与施工技术经验交流会”（2018

年）； 

2）中国建筑业协会举办的“中国建筑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成立大会暨第

二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承建境外工程经验交流会”（2017 年）； 

3）全国多个高校、学会、企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土木工程国际学术会议暨

2017 中西部土木工程高峰论坛”（2017 年）； 

4）Synchro Software Ltd.举办的“4D 建造施工规划和进度控制&项目管理高

级研讨/培训会”（2016 年）。 

5）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结构协会相关专家多次来现场观摩、交流。 

 

 

 

12

202
0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本成果在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和 OC 厂房、三星（中国）半导体 12 英寸芯片二期项目 FAB

生产厂房、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1#生产厂房、2#拉晶厂房）应用。应用技术如下： 

序号 关键技术名称 子项名称 

1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设计控制技术 
1.1 叠层厂房防微振控制技术； 

1.2 超大面积高洁净度电子厂房气流诊断与控制技术 

2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技术 

2.1 施工过程力学仿真分析技术； 

2.2 钢结构梯次安装技术； 

2.3 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 

2.4 钢框架结构安装安全防护标准化技术； 

2.5 超大型钢结构厂房信息化智能管控建造技术 

3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混凝土施工技术 
3.1 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关键技术； 

3.2 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 

4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施工技术 

4.1 多层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施工技术； 

4.2 多联机空调系统智能控制技术； 

4.3 通风空调风系统检测节预制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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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对象及规模 应用起止日期 联系人/电话 

1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1、1.2 

2.1、2.2、2.3、2.4、2.5 

3.1、3.2 

4.1、4.2、4.3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 

建筑面积：48 万㎡ 

钢结构：9.7 万吨 

2016 年 6 月 

~ 

2017 年 12 月 

王伟 

13488233665 

2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1 

2.1、2.2、2.3、2.4、2.5 

3.1、3.2 

4.1、4.2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OC 厂房 

建筑面积：16 万㎡ 

钢结构：3.8 万吨 

2016 年 6 月 

~ 

2017 年 12 月 

王伟 

13488233665 

3 
三星物产建设（西

安）有限公司 

2.1、2.2、2.3 

3.1 

4.1、4.2 

三星（中国）半导体 12 英寸芯片二期项

目 FAB 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29.5 万㎡ 

钢结构：4.9 万吨 

2018 年 3 月 

~ 

2019 年 12 月 

杨栋才 

13572174915 

4 
西安奕斯伟硅片技

术有限公司 

1.1、1.2 

2.1 

3.1、3.2 

4.1、4.2 

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 1#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8.8 万㎡ 

钢结构：3100 吨 

2018 年 11 月 

～ 

2019 年 10 月 

刘勇 

13152005918 

5 
西安奕斯伟硅片技

术有限公司 

2.1 

3.1 

4.1、4.2 

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 2#拉晶厂房 

建筑面积：4.2 万㎡ 

钢结构：1600 吨 

2018 年 11 月 

～ 

2019 年 10 月 

刘勇 

131520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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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2.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1 经济效益 

本研究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分别在类似工程中推广应用，取得经济效益共计约

4151.40 万元。 

（1）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共计产生经济

效益 2171.53 万元。 

（2）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OC 厂房共计产生经济效

益 905.04 万元 

（3）三星（中国）半导体 12 英寸芯片二期项目 FAB 生产厂房共计产生经济效益

692.16 万元。 

（4）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 1#生产厂房共计产生经济效益 315.01 万元。 

（5）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 2#拉晶厂房共计产生经济效益 67.66 万元。 

2.2 社会效益 

（1）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于 2016 年 6 月

开工建设，历时 17.5 个月，于 2017 年 12 月提前两个月点亮投产，2018 年 7 月一期达

产，12 月二期达产。施工过程应用了本课题全部关键技术以上成果指导施工，使工程

进度、质量、安全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建设、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咸阳彩虹第 8.6

代整体（含 ACF 厂房和 OC 厂房）月生产 132K 张液晶面板，比设计值提高 10%，可

实现年产值约 100 亿元，利税约 10 亿元。目前，以 CEC·咸阳 8.6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

目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投资规模达 400 亿元，年产值近 500 亿元，使咸阳高新

区成为中国西部唯一的国家级显示器件产业园，其产品通过“长安号”欧亚专列销售至一

带一路周边国家，被誉为“丝绸之路第一板”。 

（2）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于 2016 年 6 月

开工建设，历时 17.5 个月，于 2017 年 12 月提前两个月点亮投产，2018 年 7 月一期达

产，12 月二期达产。施工过程应用了本课题全部关键技术以上成果指导施工，使工程

进度、质量、安全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建设、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咸阳彩虹第 8.6

代整体（含 ACF 厂房和 OC 厂房）月生产 132K 张液晶面板，比设计值提高 10%，可

实现年产值约 100 亿元，利税约 10 亿元。目前，以 CEC·咸阳 8.6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

目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投资规模达 400 亿元，年产值近 500 亿元，使咸阳高新

15

202
0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区成为中国西部唯一的国家级显示器件产业园，其产品通过“长安号”欧亚专列销售至一

带一路周边国家，被誉为“丝绸之路第一板”。 

（3）三星二期 FAB 厂房主体钢结构采用纯螺栓连接，钢结构钢量 4.9 万吨，在施

工过程中使用本科技成果中的部分关键技术，如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

工技术与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施工技术，使工程进度、质量、安全达

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建设、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三星二期项目是三星海外投资历史

上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建成后将新增产能每月 13 万片，占三星电子全球产量的 40%，

新增产值 300 亿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并带动一批配套电子信息

企业落户，使西安形成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  

（4）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 1#生产厂房建筑面积 8.8 万㎡，钢结构工程 3100

吨；2#拉晶厂房建筑面积 4.2 万㎡，钢结构工程 1600 吨。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本科技成

果中的部分关键技术，使工程进度、质量、安全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建设、监理单

位的一致好评。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研发生产 300mm（12 英寸硅

片，建设月产能 50 万片、年产值约 45 亿元的生产基地，最终目标成为月产能 100 万

片、年产值超百亿元的 12 英寸硅材料企业，共同为陕西省及西安市打造全球半导体和

集成电路产业高地做出有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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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序号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

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编

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标
准批准发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起
草单位)

发明人
(标准起

草人)

1 发明专利

一种超大平面
多层钢桁架电
子厂房钢结构
的梯次安装方
法

中国 ZL2017 1
1354180.3

2017年
12月15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机械施工
集团有限
公司

卜延渭
,薛治平
,张伟,弓
国涛,范
永辉

2 发明专利

一种采用预制
测量节检测通
风与空调系统
性能的方法

中国 ZL 2015 1
0039033.1

2019年
05月24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李兴武
,冯璐,胡
春林,薛
新铭,房
海峰

3 标准
洁净厂房施工
及质量验收规
范

中国
GB
51110-
2015

2015年
05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中国电子
系统工程
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陈霖新
,侯忆,缪
德骅,潘
汝奇

4 发明专利
通风空调系统
性能测试用测
量孔开孔方法

中国 ZL 2015 1
0197840.6

2017年
02月01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李兴武
,冯璐,胡
春林,薛
新铭,房
海峰

5 发明专利
一种洁净厂房
用垂直安装的
FFU系统

中国 ZL 2011 1
0216498.1

2013年
04月17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中国电子
系统工程
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宗永斌,
陈思源,
李明, 徐
高峰,潘
汝奇

6 发明专利
一种钢结构吊
挂施工提升安
装方法

中国 ZL 2017 1
0592225.4

2019年
05月17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机械施工
集团有限
公司

史佳,王
锋,马建
,吕文学

7 标准
陕西省建筑信
息模型应用标
准

中国 DBJ 61/T
138-2017

2017年
09月18日

陕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陕西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陕西建工
集团有限
公司

王巧莉
,王西胜
,李宁,崔
旸,姚登

8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基于BIM的钢
结构工程量自
动分类统计软
件V1.0

中国 2017SR31
9911

2017年
02月28日

软著登字第
1905195号

西安理工
大学 赵钦

9 其他

冬期快速提高
Deck组合楼
板混凝土强度
施工工法

中国 SXSJGF2
017-049

2017年
10月19日

陕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陕西建工
集团有限
公司

胡建中
,肖闯,杨
天炜,雷
雨,李宁

10 实用新型
专利

采用微振柱铰
接解决结构刚
度突变的电子
厂房叠层结构

中国 ZL 2018 2
2227143.2

2019年
08月20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信息产业
电子第十
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李锡伟
,周晓梅
,李军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为本项目独有，未曾在往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往年其他省部级（政府）科
学技术奖励项目和本年度其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中作为支撑材料出现。用于提名陕西省科学技术
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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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王西胜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11月17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71117285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8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民建

电子邮箱 1101372318@qq.com 办公电话 13389258311 移动电话 1338925831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直属项目部 总
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工程项目经理。在咸阳彩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提
出并完成多项关键技术，特别是对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混凝土施工技术有突出贡献，主导完成了
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关键技、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主导完成超大型钢结构
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9年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
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1，2019-J-Y-19）;（2）2019年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建设
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
1）;（3）2018年获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排名第1，1617-1-2）。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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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存良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5月01日 出  生  地 陕西蒲城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50501285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8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民建

电子邮箱 248364223@qq.com 办公电话 13709194291 移动电话 13709194291

通讯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工程研究总院院
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先后承担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三星（中国）半导体12英寸芯片二期项
目FAB生产厂房钢结构工程施工。主导完成了多项钢结构工程施工关键技术，其中包括施工过程力学仿真
分析技术、钢结构梯次安装技术、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钢框架结构安装安全防护标准化技
术、超大型钢结构厂房信息化智能管控建造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5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大型复杂钢结构施工时变过程分析及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排名第4，14-2-63-R4）；（2）2011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法门寺合十舍利塔工程结构
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6，2010-2-062-R6）；（3）2019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高层钢框架
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排名第1，已公示）。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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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冯璐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5月18日 出  生  地 陕西 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219820518093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工程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建筑环境与设备
工程

电子邮箱 59925310@qq.com 办公电话 029-88427053 移动电话 15809236341

通讯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朱雀大街北段158号 邮政编码 710068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科技信息部副部
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安装技术负责人。在本成果致力于通风空调的施工
、调试运行方面的研究与技术创新，在系统性能检测提出椭圆形螺旋风管检测布点方案，对于大截面风管
引入“切贝切夫布点法”。同时提出基于图像识别技术和翅片背风侧设置风速传感器的新型判断结霜除霜
理论，有效解决了多联机冬季误除霜对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7年获中国安装协会2016-2017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通风空调系统性能
检测结构成套技术创新与实践，排名第1，国科奖社证字2016-2017/023）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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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郝际平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59年07月12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5907122817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1998年05月01日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95年05月2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hao-jp168@163.com 办公电话 029-82202139 移动电话 13909265866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完成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ACF厂房钢结构工程施工。主导完成了施
工过程力学仿真分析技术，并参与指导了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0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现代钢结构稳定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
第3，2009-J-221-2-06-R03）；（2）2018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现代钢管结构理论研究及关键技术
应用，排名第1，2018-1-025-R1）；（3）2014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型复杂钢结构施工时变过程
分析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1，2014-2-63-R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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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明荣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5月06日 出  生  地 四川 成都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010219660506747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电子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8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半导体器件

电子邮箱 wangmingyun@edri.cn 办公电话 028-84382636 移动电话 13982251401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双林路251号 邮政编码 610021

工作单位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院长/总工程
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总设计师，主要完成了本成果的建筑、结构、工艺
等分项设计，在本技术实施过程中对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关键技术、华夫板高
精度施工技术、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提出了重要的改进思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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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卜延渭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08月13日 出  生  地 陕西 子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419760813341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间 199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建筑工程

电子邮箱 54734204@qq.com 办公电话 029-82550098 移动电话 1399187376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金花北路406号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钢结构工程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和三星（中国）半导
体12英寸芯片二期项目FAB生产厂房副总指挥。在本成果中对钢结构施工技术有重要贡献：钢结构梯次安
装技术、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钢框架结构安装安全防护标准化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5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大型复杂钢结构施工时变过程分析及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排名第9，14-2-63-R8）；（2）2019年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5，2019-J-Y-19）；（3）2019年度陕
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
5）。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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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潘汝奇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年03月28日 出  生  地 河北 唐山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112619810328121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中国矿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建筑环境与设备
工程

电子邮箱 Panruqi@cese2.com 办公电话 0510-81180118 移动电话 13811653632

通讯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具区路88号 邮政编码 214135

工作单位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洁净施工项目经理，主导完成了本项目通风空调系
统性能检测结构成套技术创新与实践，为本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中国安装协会科技计划进步奖一等奖；生物安全实验室高致病性病毒隔离与防
护技术的研究与应用，2013-KJJ-006/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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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赵钦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3月03日 出  生  地 河北 辛集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780303522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4年01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568047786@qq.com 办公电话 029-82312829 移动电话 13759905976

通讯地址 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 邮政编码 710048

工作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指导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施工。建立了钢结构工程量的自动分类统计系
统，可实现从钢构件明细表、螺栓清单和各类钢材总用量的实时统计和快速计算，有效提高了计算精度
，减轻了深化设计人员工作量。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8年西安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轨道交通工程三维信息化关键技术与应用
，排名第2，2017-2-26-R2）；（2）2018年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轨道交通工程BIM技术
研究与应用，排名第1，1617-2-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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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马小波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4年06月07日 出  生  地 宁夏  同心 民　　族 回族

身份证号 64032419940607321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助理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毕业时间 201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maxiaoxiaobo@163.com 办公电话 13092950783 移动电话 1309295078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直属项目部技术
负责人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7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担任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8. 6代TFT-LCD项目土建技术负责人。在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
厂房混凝土施工技术有重要贡献，实施完成了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关键技、华
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9年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
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2，2019-J-Y-19）；（2）2019年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建
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
2）；（3）2018年获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排名第2，1617-1-2）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
省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
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本人是第
一完成人，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
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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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张义光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7280700 邮政编码 710003

通讯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联  系  人 王西胜 单位电话 029-87280686 移动电话 13092950783

电子邮箱 1101372318@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是本成果的完成单位，承担了课题的组织、调研、研究和工程应用；从人、财
、物各方面给予有力保证，确保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的正常进行。主要负责混凝土施工技术部分，针对超
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的混凝土结构特点，分别从支撑系统、混凝土施工工艺、冬期混凝土养护技术
进行创新研发，提出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养护技术，解决
了在超短工期下混凝土结构质量要求高的难题。以及指导开展机电安装施工技术，针对高洁净电子厂房机
电施工特点，分别从封闭管廊、洁净室、多联机空调系统的施工和检测调试工艺等进行研究，开发了管道
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技术，多联机系统智能控制技术，空调风系统性能检测结构成套技术，实现系统建
造运营的高效节能。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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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王安华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058875 邮政编码 710032

通讯地址 西安市金花北路406号

联  系  人 卜延渭 单位电话 029-82550098 移动电话 13991873765

电子邮箱 sxjs@sxjxsg.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全程参与了本成果的研究和依托项目的工程施工：咸阳彩虹第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
ACF厂房、OC厂房、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存储芯片二期项目。根据依托项目特点，在超大型无
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技术中创新形成关键技术：1）钢结构梯次安装技术，2）超长超宽无缝钢
框架结构合龙技术，3）钢框架结构安装安全防护标准化技术，4）超大型钢结构厂房信息化智能管控建造
技术。并形成专利2项，工法1项，企业技术标准2项，论文1篇，以依托项目的关键技术在行业内多次进行
了交流。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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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赵振元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8-84333172 邮政编码 610021

通讯地址 成都市双林路251号

联  系  人 王明荣 单位电话 028-84339017 移动电话 13982251401

电子邮箱 wangmingyun@edri.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主要负责超
大型电子厂房的防微振、高洁净等部分内容的研究，针对叠层电子厂房的结构特点，创新性地采用钢桁架
+华夫板结构形式，提高微振需要竖向和水平刚度，解决了上下层刚度突变难题；首创差别化区域离散建
模及网格处理，解决了气流扰流和交叉污染难题。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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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刘晓君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82202330 邮政编码 710055

通讯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13号

联  系  人 高音 单位电话 02982202330 移动电话 13359230996

电子邮箱 kjczhbxauat@126.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作为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在依托项目中联合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全过程仿真计算
，为多项创新成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形成创新技术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过程力
学仿真分析技术。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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