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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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开发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0Y0586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大型电网输电工程结构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

公布名（专
用项目）

主要完成人 孙清，王学明，袁俊，王虎长，王建涛，张媛，侯健，文凡，胡建民

主要完成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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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件结构 代码 5603010

2 特种结构 代码 5603570

3 结构设计 代码 560305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电力供应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能源

任务来源 国家计划, 国家基金, 部委计划, 其他企业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新型复合横担在特高压输电铁塔的应用技术研究（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SG TYH T/15-JS-197）；2.宁
东接地极线路复合材料杆塔FG E试验研究与应用研究（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SG JSKJ〔2010〕2014号
）；3.架空输电线路复合材料杆塔设计技术深化研究及导则（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项目
，DG 2-T02-2011）；4.非线性压电智能复合结构振动主动控制的理论与试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172226）；5.时滞受控系统稳定性、分叉性与系统镇定的理论与试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772141）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报告（111722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报告（1077214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报告（51208421）

授权发明专利（项） 6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193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03年1月1日 完成：  2016年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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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面向“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发展需求，针对大型电网输电工
程结构防灾减灾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了复合横担输电塔新型结构体系，建立了架空输
电线路复合材料杆塔结构设计方法，有效降低了特高压输电线路风偏闪络等事故的发生；提出了高强钢管
输电塔结构设计理论，有力推动了我国输电线路的建设及设计水平的提高；阐明了大风、覆冰条件下输电
塔-线耦合结构体系的灾变机理，建立了复杂输电塔结构防灾可靠性的设计方法及技术措施，提升了我国
特大型电网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出基于磁流变阻尼器的输电塔线体系结构风振响应半主动控制方法，建立
了考虑时滞效应的反馈控制增益设计方法，为特高压输电工程的防灾减灾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技术。
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等50余项科技项目和标准项目的支持，已获得授权专利
46项，发表SCI和EI检索论文109篇，出版专著1部，授权软件著作权1项、专有技术1项，主编及参编标准
18部，编制相关行业通用设计图集9部。研究成果在750kV、1000kV、±800kV及±1100kV等电压的大型电
网输电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成果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推荐材料及完成人资格，确认推荐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
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及以上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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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系统是现代社会生命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性关系到国家安全及

社会秩序稳定。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进电力国际合作及电网跨境互联互

通，构建全球清洁绿色能源互联网是中国电网发展的战略机遇；同时伴随“西电东

送，南北互济”国家战略工程的实施，超高压及特高压输电工程建设步入黄金期，

目前我国电网已成为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网架结构最为复杂的特大型

电网，确保这样一个庞大的电网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事关国计民生，面临严峻挑战。

特高压输电技术及电网防灾减灾技术的升级，需要重大的科技创新支撑。因此，开

展大型电网输电工程结构防灾减灾关键问题研究已成为中国电网创新驱动发展的迫

切需求。 

该项目针对大型电网输电工程中新材料新结构体系的应用及其设计方法、复杂

结构及关键构件受力性能、极端环境下输电塔-线耦联结构体系灾变机理及防灾理论

等重要科学和技术问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等单位科技项目和标准项目的支持下，

对大型电网输电工程结构防灾减灾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创新性成

果如下： 

1. 提出高电压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新体系，建立输电线路复合材料杆塔结构设

计方法，有效降低电网事故，整体提升了输电工程的技术水平和安全可靠性。 

开创性提出了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新体系，率先应用于±660kV、750kV、±

800kV 及 1000kV 电压等级输电工程，降低了线路风偏闪络机率，减小了输电线路

走廊宽度和杆塔高度、房屋拆迁量和征地范围，降低了塔重和基础混凝土方量，整

体提升了输电工程技术水平和安全可靠性，降低了输电线路全生命周期综合造价；

从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连接性能、构件及输电塔结构受力性能等多层次对复合材料

杆塔结构力学性能及失效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设计指标，

揭示了在极端环境下复合材料性能的退化规律，建立了风致振动下基于剩余强度理

论的复合材料横担疲劳寿命预测模型；构建了复合材料杆塔结构设计理论，出版专

著《玻璃钢纤维复合材料在输电杆塔中的研究与应用》1 部，主编了《架空输电线

路复合材料杆塔结构设计导则》等系列标准，有效降低电网事故，整体提升了输电

工程的技术水平和安全可靠性，引领了复合材料杆塔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应用。 

2. 建立了高强钢管输电塔结构设计理论，有效提升了特高压输电钢管塔设计制

造水平和电网工程的防灾减灾能力。 

系统研究了高强钢管轴压局部稳定和整体稳定性能、复杂钢管节点的型式及其

承载性能、高强钢管真型塔承载性能及失效机理，提出了高强钢管输电塔结构及多

环板钢管节点计算理论和设计方法，通过标准化设计和高效连接节点开发为规模化

制造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内特高压钢管塔的产能问题，实现了设计、制造与施工

的紧密结合，有效提升了特高压输电钢管塔设计制造水平和电网工程的防灾减灾能

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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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揭示了极端环境下输电塔-线耦联结构体系灾变机理，提出了基于磁流变阻

尼器的振动半主动控制方法，建立了考虑时滞效应的反馈控制增益设计方法，为特

高压输电工程防灾减灾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技术。 

系统研究了西北和东南特殊地域大风、冰雪和地震灾害下大型输电工程灾变响

应，揭示了极端作用下输电线路灾变机理；提出基于磁流变阻尼器的输电塔-线耦联

结构体系半主动控制策略，建立了考虑时滞效应的振动主动控制反馈增益设计方法，

有效解决了输电线路非线性时滞受控系统的控制稳定性及振动控制问题，丰富和促

进了输电工程防灾减灾理论体系发展。 

4. 提出了复杂输电塔型结构体系设计方法，形成了改善关键构件力学性能及安

全性的设计与技术方案，有效提升了输电线路的可靠性。 

针对长横担直流塔、同塔多回路、陡峭山地混合接腿体系等输电线路复杂结构，

系统研究了风、冰雪、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响应及失效机理，建立了提升复杂输电塔

结构可靠性的设计理论，弥补了既有设计方案的不足；系统开展塔腿主材和辅助材

耦合受力、厚大塔脚板和复杂变坡连接节点等承载性能与优化方法研究，建立了关

键构件承载力计算方法及优化方案；提出了输电塔结构三维空间多尺度有限元分析

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分析计算理论忽略边界非线性导致分析误差大的难题，显著

提高了复杂结构及关键构件设计的可靠性；研制了三维模块化设计平台 SuperTower，

主编和参编了《高压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

计技术规定》、《±8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100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

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制了相关杆塔通用设计手册 9 部，形成了改

善关键构件力学性能及安全性的设计与技术方案，有效提升了输电线路的可靠性。 

该项目研究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40 项，发表 SCI 和 EI 检索

论文 109 篇，出版专著 1 部，授权软件著作权 1 项、专有技术 1 项，主编及参编标

准规范 18 部，编制行业通用设计图集 9 部，培养硕士、博士 60 余名。项目研究成

果在 750kV、1000kV、±800kV 及±1100kV 等电压的大型电网输电工程中得到广泛

应用，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保障了国家重大能源战略的实施和重要电力工程的安全

运行，推动了大型电网建设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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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一：开创性提出高电压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新体系，有效降低电

网事故，整体提升了输电工程的技术水平和安全可靠性，支撑和引领复合材

料杆塔技术研发及创新应用。 

学科分类：杆件结构（5603010），特种结构（5603570），结构设计（5603050） 

支撑材料：附件 1-1-2、2-1-0、2-1-1、2-1-2、2-1-4、2-1-6、2-1-8、2-1-9、

2-1-13、2-1-14、2-1-15、2-1-16、2-2-1、2-2-5 

（1）该项目创新性提出了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方案，即塔身结构采用钢

材，横担结构部分采用复合材料。复合横担塔端部直接用挂线金具连接导线，

取消了传统悬垂绝缘子，横担材料为 GFRP 材料，表面采用硅橡胶伞套保护，

按照不同电压等级不同工况条件分别设计使用单柱式、单柱斜拉式、双柱斜

拉式、转动式等结构型式，研发出了±660kV、750kV、±800kV 及 1000kV

等电压等级的复合横担输电塔（图 1），分别完成了电气试验和足尺真型塔结

构性能试验，显著降低了传统输电铁塔风偏跳电、雷击跳闸、污秽闪络及冰

闪等事故机率，提升了输电线路安全可靠性，减少了全生命周期综合造价。 

（2）系统研究了玻纤复合材料材性-连接-构件-结构多层次力学性能（图

2），包括：复合材料拉、压、弯、剪、老化性能、高低温环境力学性能、低

温疲劳性能和胶接、螺栓及混合连接性能；复合材料节点承载力、复合横担

极限拉压承载力、复合横担疲劳性能；复合横担结构极限承载性能。提出了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设计指标，阐明了复合材料低温疲劳及老化失效退化规律，

建立了风致振动下基于剩余强度理论的复合材料横担疲劳寿命预测模型，确

保了复合材料应用于大型电网工程的安全可靠性。 

（3）提出了架空输电线路复合材料杆塔结构设计方法，构建了复合材料

杆塔理论计算、安装及运维体系，主编了首部复合材料杆塔设计的行业标准

《架空输电线路复合材料杆塔结构设计导则》Q/DG 2-T011-2013 和中电工程

集团、国家电网公司的系列标准，出版专著“玻璃钢纤维复合材料在输电杆

塔中的研究与应用”1 部，促进了复合材料杆塔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图 1  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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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复合材料及连接-构件-结构多层次力学性能研究 

创新点二：建立了高强钢管输电塔结构设计理论，有效提升了特高压输

电钢管塔设计制造水平和电网工程的防灾减灾能力，制定了高强钢管塔生产

制造技术标准。 

学科分类：杆件结构（5603010），特种结构（5603570），结构设计（5603050） 

支撑材料：附件 1-1-3、2-1-0、2-1-1、2-1-2、2-1-3、2-1-5、2-1-10、2-1-13、

2-1-14、2-1-23、2-2-1、2-2-2、2-2-3 

（1）进行了国产高强钢材（唐钢 Q690C、武钢 HG785D 等）母材成分、

组织与性能分析，攻克了高强钢显微组织的定性及 M-A 组元表征的技术难题

（图 3）。该项目开创性地研发了无垫板全自动 MAG 打底工艺（适当加大间

隙与停留以确保焊透，适当摆动以分散电弧等离子流力，防止烧穿）可实现

单面焊双面成形（图 4），无未焊透、无烧穿、背面成形饱满、无咬边，且在

背面形成一定余高。该打底技术无需任何衬垫辅材及相应烘干工序，自动化

程度高，对焊工操作水平依赖程度低，生产效率高。 

  

图 3  高强钢显微表征                图 4  无垫板 MAG焊接 

（2）系统研究了高强薄壁钢管及高强薄壁钢管混凝土结构受力性能（图

5），建立了高强钢管输电塔结构设计方法。开展了高强钢管稳定性研究，提

出高强钢管径厚比限值、强度折减公式及高强钢管稳定性计算方法；研究了

高强钢管塔环板节点极限承载力，建立了基于圆环-母线梁模型的环板节点承

载力计算模型，提出了环板节点极限承载力的计算方法；研究了高强薄壁钢

6

202
0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管混凝土柱轴压稳定性、抗弯性能及地震损伤性能，提出了轴压承载力、受

压整体稳定、抗弯承载力及弯曲刚度计算公式，建立了高强钢管混凝土柱地

震恢复力模型；完成了世界上首例 Q690 高强钢管真型塔极限承载力试验，

验证了高强钢管塔设计方法的合理性，为高强钢在大型电网工程的应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有利提升了我国特大型电网工程结构的防灾减灾能力。 

 

图 5  高强薄壁钢管及高强薄壁钢管混凝土结构受力性能研究 

（3）开展了系统的 MAG+SAW（4.0 直径焊丝）、MAG 四层六道焊接、

四层对称 MAG+SAW（3.2 直径焊丝）等组合及 T 型接头 Q235（立板）＋Q690C

（底板）（多层多道焊）等不同组合的高强钢焊接工艺评定，形成了高强钢管

塔生产制造技术标准，构建了高强钢管输电塔结构设计理论和生产制造技术

体系，实现了设计、制造与施工的紧密衔接，在特高压输电工程中应用并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图 6）。 

 

 

图 6  高强钢焊接工艺评定及高强钢管输电塔应用 

创新点三：揭示了极端环境下输电塔-线耦合结构体系灾变机理，提出了

基于磁流变阻尼器的振动半主动控制方法，建立了考虑时滞效应的反馈控制

增益设计方法，为特高压输电工程防灾减灾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技术。 

学科分类：杆件结构（5603010），特种结构（5603570），结构设计（5603050） 

支撑材料：附件 2-1-0、2-1-1、2-1-2、2-1-3、2-1-11、2-1-12、2-1-13、2-1-20、

2-1-23、2-2-1 

（1）系统研究了我国西北大风区风速分布特征，揭示了特殊地形（峡管

冷裂纹测试 T 型接头焊接工艺 高强钢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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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及环流特征对大风灾害的影响机理，明确了大风风速垂直切变和水平

变化规律，阐明了大风日数时空分布特征、最大和极大风速及风向变化和时

空分布特征；实测了我国东南沿海台风特性及其影响下的输电塔风振响应、

阐明了冰雪和地震灾害下输电线路的灾害特征及关键因素作用机制；提出了

相应的灾害控制对策，为大型电网工程防灾减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图 7）。 

 

图 7  大风、冰雪及地震灾害研究         图 8  塔-线耦合体系分析 

（2）国内外设计规范将输电塔和导线分开计算荷载，将导、地线上的荷

载当作外荷载作用在输电塔上，并没有考虑塔线之间的耦合作用，这是造成

输电线路倒塔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该项目建立了考虑强几何非线性的

三维输电塔-线耦合体系空间有限元分析方法（如图 8），揭示了大风、覆冰脱

落及断线等灾害下塔线耦合体系灾变机理，为大型电网工程结构防灾减灾分

析提供了科学高效的计算方法。 

（3）针对输电塔-线耦合体系振动控制问题，该项目提出了磁流变阻尼

器结构振动半主动控制方法，研制了双出杆磁流变阻尼器，建立了磁流变阻

尼器力学模型（图 9）；利用线性矩阵不等式方法建立了适用于时滞受控线性

自治系统的时滞相关稳定性判据，确定一定时滞下反馈增益选择范围，建立

了考虑时滞效应的振动主动控制算法和反馈增益设计方法，提出了改进的遗

传算法，避免了早熟现象，同时还提出迭代终止规则，提高了计算机运算工

作效率，研究表明该控制策略控制效果明显（图 10），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9  磁流变阻尼器及其力学模型            图 10  控制效果 

创新点四：提出了复杂输电塔结构提高可靠性的设计方法，建立了改善

关键构件力学性能及安全性的设计与技术方案。 

学科分类：杆件结构（5603010），特种结构（5603570），结构设计（5603050） 

有控响应 无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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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附件 1-1-1、2-1-1、2-1-2、2-1-7、2-1-8、2-1-13、2-1-14、2-1-15、

2-1-21、2-1-23、2-2-1、2-2-4、2-2-5、2-2-6、 

（1）针对长横担直流塔、同塔多回路、陡峭山地混合接腿体系等输电线

路复杂结构，系统研究了风、冰雪、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响应及失效机理，建

立了提升复杂输电塔结构可靠性的设计方法及优化措施（图 11），弥补了既

有设计方案的不足。 

 

图 11  经防灾减灾设计优化的复杂特殊塔型 

（2）系统研究了塔腿主材和辅助材耦合受力、厚大塔脚板和复杂变坡连

接节点等承载性能（图 12），建立了关键构件承载力计算方法及优化设计方

案；提出了输电塔结构三维空间多尺度有限元分析方法（图 13），有效解决

了传统分析计算理论忽略边界非线性导致分析误差大的难题，显著提高了复

杂结构及关键构件设计的可靠性。 

   

图 12  关键构件及节点承载力研究   图 13  输电塔三维多尺度有限元方法 

（3）研制了三维模块化设计平台 SuperTower（图 14），主编和参编了《高

压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 5497-2015、《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

设计技术规定》DL/T 5154-2012、《±8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 

50790-2013、《100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 50790-2013 等多项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编制了相关杆塔通用设计手册 9 部。 

 
图 14  SuperTower 输电塔设计平台及主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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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该项目针对大型电网输电工程中新材料新结构应用、复杂结构关键构件受力性

能及防灾减灾关键技术与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分别在 750kV、±

800kV、1000kV 及±1100kV 等电压等级的大型电网输电工程中得到应用，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显著。但从科学技术发展和行业进步角度来看，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

一步研究。 

电网工程中包括变电工程和输电工程，该项目研究侧重点在于大型电网输电工

程。从技术可行性上看，研究内容中玻纤复合材料及高强钢结构关键技术与设计理

论、多尺度有限元方法和防灾减灾技术与理论仍适用于变电工程结构，项目组认为

有条件可开展相关的变电工程结构试验研究进行验证，以拓宽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应

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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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A．鉴定意见与科技查新结论 

a.鉴定意见 

2019年6月12日，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在西安组织召开了项目组完成的“大

型电网输电工程结构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项目成果鉴定会。鉴定委员会由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周丰峻院士担任组长，长安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西安理工大学、中国电建集团四川省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的6位专家担任委员，鉴定意见如下：项

目组通过室内及足尺原型试验、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等研究手段，针对大型电

网输电工程结构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该项目研究内容丰富，成果丰

硕，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研究成果分别在750kV、1000kV、±800kV及±1100kV

电压的输电工程中得到应用并成功推广。 

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成果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b.科技查新结论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Z08）对项目的查新结论为：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的中外文文献中，除本查新项目的研究成果外，与本查新项目创新点完全相同

的未见报道。 

B．行业认可 

该项目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解决了具体的工程问题，主编和参编了18

部国家规范、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9部通用设计手册，被电力设计企业普遍采

纳，是电力行业输电结构设计的主要依据，广泛应用于数百项电力工程建设项

目。 

C．验收结论 

2010年9月3日，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在武汉组织召开了项目组完成的“复

合材料在输电杆塔结构中的应用研究”验收评审会。评审专家委员会由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东北、华东、中南、华北电力设计院，中国电力科学

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该课题在国内首次

完成了格构式复合材料塔的研究，其成果具有创新性，对输电杆塔结构使用复

合材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16年4月14日，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课题组完成的

“钢管塔环板设计试验研究”验收评审会，评审会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和中南、

东北、华东、西南、华北电力设计院的专家组成。专家一致认为：项目开展了

钢管塔半环板和全环板节点的足尺试验及设计计算方法研究，研究成果为国内

环板节点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工程设计和规范编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

广价值，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6年11月8日，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课题组完成的

《SuperTower铁塔设计软件》评审会，评审委员会由西南电力设计院、山东电

力工程咨询院、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浙江省和湖北省电力设计院专家组成。

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软件功能强大，界面友好、操作方便、软件架构合理、

可拓展性强，能有效提高杆塔设计效率，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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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4日，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在西安组织召开了课题组完成的

“750kV酒杯型复合材料杆塔应用研究”验收评审会。评审委员会由电力规划设

计总院，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及华北电力设计院专家组成，专家一致认为：

该项目提出了一种新型复合材料塔型，验证了新型复合材料塔及复合横担的设

计安全可靠性；该项目在国内外首次完成了750kV酒杯型复合材料杆塔的设计和

试验，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实际工程应用奠定了基础，研究成

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8年12月19日，能源行业电网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成都组织召开了

电力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程》送审稿审查会，专家委

员会由四川电力设计咨询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基建部、国网经研

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同济

大学、重庆大学，西南院和六家省级电力设计院专家为审查会委员，专家一致

认为：本标准内容全面，深度适宜，统一了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原则，

规范了设计标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D．曾获奖励 

该项目子项目先后获得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电力建设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电力行业优秀计算机软件一等奖 1 项。 

E．同行评价 

该项目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 ASCE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Earthquake Engineering & Structural Dynamics 、 Engineering Structures 和

Thin-walled Structures 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其中发表的论文“An adaptive beam 

model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 with magnetorheological materials”被 SCI 他引

94 次，并得到了国际知名学者的好评，如国际著名学者 Guilherme Ferreira Gomes

教授等评价该项目减振控制方法为“According to Sun et al., passive damping 

treatmen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various structures to attenuate their 

vibration response and eliminate vibration-induced noise.”。 

2018 年 12 月 23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研究员

周丰峻对该项目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该项目针对新材料新结构应用

技术与理论、复杂结构与关键构件力学性能及优化、输电塔-线耦合体系灾变机

理及防灾减灾理论等领域开展了系统的研究，成果丰硕，经济效益显著；该项

目高度契合国家“一带一路”及“西电东送”等重大战略工程，在构建清洁绿

色电网及电网工程防灾减灾技术与理论方面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研究成果总

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用前景广阔。 

F．工程应用单位意见 

该项目研究成果已在云南至广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皖电东送

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灵州-绍兴±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等成功应用，为大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核心理论和原创技术，保障了国家重

大能源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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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该项目针对大型电网输电工程中新材料新结构体系的应用及其设计方法、

复杂结构及关键构件受力性能、极端环境下灾变理论研究等重要科学和技术问

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和应用。项目研究成果在电力系统应用广泛，总体来看应用

主要分两大类：在各大电力设计院的应用；在具体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1）在电力设计企业的应用 

项目研究成果在输电行业主要遵循的标准、导则和手册中均有体现，主编

和参编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18 部，是电力行业在复合材料杆塔、

高电压等级输电工程设计领域的主要依据，被国内各大电力设计院和输电工程

设计项目广泛采用，尤其是高电压复合材料杆塔结构体系的系列标准填补了高

电压复合材料杆塔设计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研究成果获得行业内

广泛认可。 

（2）在国内具体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研究成果在云南至广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溪洛渡-浙西±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1000kV 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输

电工程等多项重大工程中成功应用。工程应用情况汇总如下表所示。 

工程项目应用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

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陕西省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 

复杂构件和关键

节点的设计和建

造 

神华神东店塔电

厂 750 千伏送出

工程 

2013 年 6 月

至今 

谭蓉

/18681880602 

2 
陕西中塔建设科

技有限公司 

高耸杆塔可靠性

设计与防灾减灾

技术 

江苏电力无线专

网改造系列工程 

2013 年 2 月

至 2016 年 3

月 

王维国 

/18600278849 

3 
四川华煜电力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 

关键节点设计、

建造及运维和防

灾减灾技术 

220 千伏祥云变

三期扩建工程 

2014 年 8 月

至 2016 年 3

月 

姜通

/15108204620 

4 

中国电建集团青

海省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 

大型电网工程设

计制造一体化技

术计和建造技术 

乌兰-格尔木 750

千伏输电线路工

程 

2009 年 9 月

至 2011 年 6

月 

谭青海

/13997238808 

5 
常熟风范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电网结构和

复杂节点设计制

造一体化技术 

云南至广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2006 年 12 月

至 2010 年 6

月 

范明华

/13812803231 

6 
常熟风范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钢管塔标准化设

计与制造 

皖电东送淮南至

上海特高压交流

输电示范工程 

2011 年 9 月

至 2013 年 9

月 

范明华

/13812803231 

7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 

复合材料杆塔结

构设计、建造技

术 

灵州-绍兴±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 

2014 年 9 月

至 2016 年 4

月 

汪楚清

15825308532 

8 
江苏电力装备有

限公司 

大型电网工程设

计制造一体化技

术计和建造技术 

1000 千伏晋东

南～南阳～荆门

特高压交流试验

示范输电工程 

2006 年 8 月

至 2009 年 1

月 

史志华 

/1880150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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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苏电力装备有

限公司 

高耸杆塔可靠性

设计与防灾减灾

技术 

溪洛渡-浙西±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2012 年 7 月

至 2014 年 7

月 

史志华 

/18801509026 

10 
青海送变电工程

有限公司 

复杂结构和关键

构件的设计和建

造 

青海官亭-兰州东

750 千伏输变电

工程 

2003 年 9 月

至 2005 年 9

月 

张小龙

/1739708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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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该项目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国家“西电东送”等重大电力工程和“一带一路”

国际能源项目中，推动了大型电网自主研发和建设水平，有效提升了大型电网的安

全可靠性，降低了重大事故风险，显著节省了工程造价和运维成本，减小了占地拆

迁和生态破坏，直接经济利润达 6.388 亿元，经济效益显著。经济效益统计见下列

各表所示： 

应用单位经济效益统计表（人民币：万元） 

序号 应用项目 

新增利润 

合计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神华神东店塔电厂 750 千

伏送出工程 
2700 680 680 4060 

2 
江苏电力无线专网改造

系列工程 
660 240 240 1140 

3 
云南至广东±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6660 680 680 8020 

4 

1000kV 晋东南~南阳~荆

门特高压交流示范输变

电工程 

8290 510 510 9310 

5 
溪洛渡-浙西±800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5290 630 630 6550 

6 
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

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 
6380 720 720 7820 

7 
乌兰-格尔木 750 千伏输

电线路工程 
5440 390 390 6220 

8 
220kV 祥云变三期扩建工

程 
1250 460 460 2170 

9 
灵州-绍兴±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 
2310 310 310 2930 

10 
青海官亭-兰州东 750 千

伏输变电工程 
2690 150 150 2990 

合计 / 41670 4770 4770 51210 

备注：应用单位效益具体计算方式及证明见附件 2-1-13。 

完成单位经济效益统计表（人民币：万元） 

自然年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2004～2017 65668.33 12678.29 

备注：采用该项目成果，西北电力设计院设计指导了向家坝-上海±800kV 特高压

直流示范工程及尼日尔 Gorou Banda 输变电项目等多项大型电力项目，获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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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合同 65668.33 万元，产生利润 12678.29 万元，以上工程均已运行三年以

上，状态良好。效益证明见附件 2-1-14。 

（2）社会效益 

a. 该项目研究成果有力支撑了中国大型电网的自主化研发和建设，相关成果应

用于中国第一条 750kV 输电工程（750 千伏青海官亭至兰州东输变电工程），世界第

一个±800kV 直流输电工程（云南至广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世界上

第一条投入商业化运行的 1000kV 输电工程（1000kV 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

流试验示范输电工程），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

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等大型电网输电工程中，完成单位在应

用项目中曾获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100 项经典暨精品工程奖 1 项、全国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金奖 2 项、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6 项、全国工程建设项目优秀设计成果一等奖 4

项、电力行业优秀设计一等奖 10 余项，形成了关键技术标准体系和通用图集，填补

了多项大型电网工程的关键技术空白，有力提升了电力行业的技术水平。 

b. 该项目研究成果提升了中国电力技术和标准的国际竞争力，为“一带一路”

国际能源项目积极贡献了力量，相关成果在埃及 EETC 500kV 输电线路工程、尼日

尔 Gorou Banda 输变电项目等国际能源项目中成功应用，项目组受邀编制电气和电

子工程师协会（IEEE）标准《Guide for Design of AC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

得到了国际同行广泛认可。 

c. 该项目研究成果在构建清洁绿色电网及电网工程防灾减灾技术与理论方面

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完成了±660kV、750kV、±800kV和1000kV

电压等级复合材料杆塔的设计和应用，丰富了高电压等级复合材料杆塔设计体系。

研究成果中新材料新结构体系的应用，进一步减少了钢材用量和铁矿石、煤电等的

消耗，缓解原材料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减少废水、粉

尘、废气等污染物的排放，节能环保效果突出；输电工程防灾减灾技术与理论研究

成果将进一步丰富和促进我国电网防灾减灾体系升级，保障了国家重大能源战略的

实施和重要电力工程的安全运行。 

d. 该项目培养了众多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包括博士、硕士研究生 60 余

名，其中多名毕业研究生已成长为国家电力行业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校骨干教师，人

才培养成绩显著。 

e. 该项目研究成果能够促进我国输电线路建设提高质量和延长寿命，有效减小

自然生态破坏，显著压缩了线路走廊宽度，减少了征地、拆迁、植被破坏和林木砍

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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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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玻璃钢纤维复
合材料在输电
杆塔中的研究
与应用

中国

ISBN�
978-7-
5198-
3349-7

2019年
07月01日

中国电力出版
社

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
集团西北
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
司； 西
安交通大
学

孙清；
王虎长；
王建涛

2 论文

Ultimate Load
Capacity
Analysis of
Q690 High-
Strength Steel
KK-Type
Tube-Gusset
Plate
Connections

美国

DOI:
10.1061/(
ASCE)ST
.1943-
541X.000
2363

2019年
08月01日

ASCE
JOURNAL OF
STRUCTURA
L
ENGINEERIN
G

西安交通
大学 Sun Qing

3 论文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n
ultimate
behaviour of
high-strength
steel tubular K-
joints with
external
annular steel
plates on chord
circumference

欧洲

DOI:10.1
016/j.engs
truct.2018
.03.025

2018年
06月15日

ENGINEERIN
G
STRUCTURE
S

西安交通
大学 Sun Qing

4 论文

Experimental
study on
seismic
behavior of
high-strength
circular
concrete filled
thin-walled
steel tubular
columns

欧洲

DOI:10.1
016/j.engs
truct.2018
.12.098

2019年
03月01日

ENGINEERIN
G
STRUCTURE
S

西安交通
大学

Sun Qing;
Wang
Jiantao

5 论文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ultimate
strength of
high-strength-
steel tubular K-
Joints

欧洲

DOI
10.1016/j.
tws.2017.
11.014

2018年
02月01日

THIN-
WALLED
STRUCTURE
S

西安交通
大学 Sun Qing

6 论文

Impact of D/t
ratio on
circular
concrete-filled
high-strength
steel tubular
stub column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欧洲

DOI
10.1016/j.
tws.2018.
08.029

2018年
11月01日

THIN-
WALLED
STRUCTURE
S

西安交通
大学 Sun Qing

7 规范
1000kV架空
输电线路设计
规范

中国
GB
50665-
2011

2011年
04月02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
集团西北
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
司

王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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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明专利 一种格构式绝
缘输电塔 中国 ZL201210

282600.2
2014年
08月13日 1463336

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
集团西北
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
司

王虎长
；胡建民
；王学明

9 发明专利 一种酒杯复合
材料塔 中国 ZL201310

039267.7
2015年
04月22日 1646592

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
集团西北
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
司

王虎长
；胡建民
；王学明

10 发明专利 一种750kV复
合材料横担 中国 ZL201210

466428.6
2015年
05月27日 1676676

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
集团西北
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
司

王虎长
；胡建民
；王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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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清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02月09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西安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7002090031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08年08月31日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3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sunq@mail.xjtu.edu.cn 办公电话 029-82665061 移动电话 1510293108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翔路西安交通大学曲江校区西一楼 邮政编码 710054

工作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1月10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持该项目研究工作、制定研究目标、方法等；负责完成了该项目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受力性能、特
高压输电钢管塔结构性能等课题。系统研究了复合材料的力学及疲劳性能，提出了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设计
指标；进行了高强钢管受力性能研究，提出高强钢管稳定性计算方法及管板节点计算模型，建立管板节点
极限承载力计算公式；对输电塔线结构体系进行风振响应分析，提出基于磁流变阻尼器的输电塔线体系结
构风振响应半主动控制方法，建立了考虑时滞效应的反馈控制增益设计方法。在创新点一、二、三、四中
做出了主要的创造性贡献。证明附件1-1-1、1-1-2、1-1-3、2-1-0、2-1-11、2-1-12、2-1-23、2-2-3。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6～2017年度第三届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高强钢管及钢管混凝土
结构关键技术及其在输电线路工程中的应用，排名第1，证书编号：16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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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明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5月08日 出  生  地 甘肃省靖远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42119780508183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4年04月06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149202553@qq.com 办公电话 02988357033 移动电话 18681810813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邮政编码 710075

工作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电网工程分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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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7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输电塔关键节点设计研究，参与该项目复合材料横担输电塔结构、钢管塔设计理论研究，发表了
相关论文、申请了相关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编写相关技术标准，组织实施了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具体工程应
用。在创新点一、二和四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证明附件2-1-0、2-1-2、2-1-7、2-1-16、2-1-17、2-1-19、2-1-
21、2-2-2、2-2-4、2-2-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6年度电力行业优秀计算机软件一等奖，“SuperTower铁塔设计软件”获，排名第
2。
2018年度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钢管结构环板节点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排名第4，证
书编号：2018-Y-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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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3年02月22日 出  生  地 四川省眉山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382119830222905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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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3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j.yuan@foxmail.com 办公电话 02988357085 移动电话 18049076390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邮政编码 710075

工作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电网工程分公司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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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4月15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该项目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受力性能、钢管塔设计理论、复杂输电塔结构和构件可靠性设计、输
电塔-线耦合结构体系灾变机理等课题，发表了相关论文、申请了相关专利、编写相关技术标准。在创新
点一、二和四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证明附件2-1-0、2-1-2、2-1-3、2-1-7、2-2-2、2-2-4.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6年度电力行业优秀计算机软件一等奖，“SuperTower铁塔设计软件”，排名第
9。
2018年度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钢管结构环板节点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排名第2，证
书编号：2018-Y-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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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虎长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2年12月05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岐山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219621205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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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电力学院 毕业时间 1987年07月12日 所学专业
电厂建筑与结构
工程

电子邮箱 wanghuchang@nwepdi.com 办公电话 02988357010 移动电话 13609252600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邮政编码 710075

工作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首席主任工程师

二级单位 电网工程分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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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01月10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该项目复合材料横担输电塔结构、钢管塔设计理论、复杂输电塔结构和构件设计研究，提出该项
目高电压复合横担输电塔结构新体系，发表了相关论文、申请了相关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组织编写相关技
术标准及通用设计图集，组织实施了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具体工程应用。在创新点一、二、四中做出了重要
贡献。证明附件1-1-1、2-1-2、2-1-7、2-1-16、2-1-17、2-1-19、2-1-21、2-2-2、2-2-4、2-2-5、2-2-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6年度电力行业优秀计算机软件一等奖，“SuperTower铁塔设计软件”，排名第
1。
2018年度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钢管结构环板节点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排名第1，证
书编号：2018-Y-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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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涛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1年12月16日 出  生  地 山东省潍坊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07021991121651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9年12月10日 所学专业
地球与人居环境
科学及工程

电子邮箱 2297409532@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70929305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翔路西安交通大学曲江校区西一楼 邮政编码 710054

工作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9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该项目复合材料横担输电塔及高强钢管输电塔结构性能及其设计理论等研究课题。研究了玻璃钢
纤维复合材料新型横担高周疲劳损伤退化性能，提出了复合材料横担基于剩余强度理论的疲劳寿命预测模
型。发表了相关论文及专著、积极参与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具体工程应用。在创新点一、二和三中有重要贡
献。证明附件1-1-1、2-1-0、2-1-3、2-1-1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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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媛 性别 女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03月03日 出  生  地 宁夏银川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4010219800303122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6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zhangyuan@nwepdi.com 办公电话 02988357090 移动电话 13572054003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邮政编码 710075

工作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电网工程分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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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7月05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新型复合横担杆塔体系、高强钢设计理论、大风环境下输电线路结构灾害研究，参与了复合横担
杆塔标准编制，撰写了相关论文和专利，参与组织了复合横担在具体工程中的应用。在创新点一、二和三
种做出了重要贡献。证明附件2-1-2、2-1-3、2-1-7、2-1-17、2-1-21、2-2-4。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6年度电力行业优秀计算机软件一等奖，“SuperTower铁塔设计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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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健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03月23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咸阳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0219800323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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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houjian.0323@mail.xjtu.edu.c
n

办公电话 029-83395117 移动电话 1738697265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翔路西安交通大学曲江校区西一楼 邮政编码 710054

工作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4年01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该项目输电塔-线耦联结构体系灾变机理研究，分析了输电塔线结构体系整体倒塌破坏及局部连
续倒塌破坏，揭示了输电塔线结构体系不同倒塌模式的破坏全过程、传力路径的转化等，提出不同倒塌阶
段结构抗倒塌能力计算方法，为输电塔线结构体系的防倒塌设计和既有服役结构的抗倒塌性能评估和强化
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开展了钢-复合材料组合梁构件的力学性能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提出了组合
梁构件潜在的可能破坏模式及对应的结构初始参数和受力状态，建立了不同破坏模式下组合梁的极限承载
力计算方法。发表了相关论文、积极参与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具体工程应用。在创新点一和三中有重要贡献
。证明附件2-1-0、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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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2
0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姓　　名 文凡 性别 男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年09月08日 出  生  地 湖北省孝感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2090219810908811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东北电力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3月3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fanwen007@126.com 办公电话 02988357085 移动电话 1522926502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邮政编码 710075

工作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电网工程分公司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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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05月22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该项目复杂输电塔结构可靠性设计研究、风振系数及风振控制研究，参与输电塔塔脚结构受力性
能试验研究及输电塔关键部位节点的受力性能分析，提出塔脚结构极限承载力的计算方法及输电塔关键节
点优化设计方案，参与开发了设计软件，参与完成了相关技术标准和专利。在创新点四有重要贡献。证明
附件2-1-0、2-1-2、2-1-7、2-2-2、2-2-4.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6年度电力行业优秀计算机软件一等奖，“SuperTower铁塔设计软件”获，排名第
4。
2018年度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钢管结构环板节点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排名第5，证
书编号：2018-Y-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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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民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1月26日 出  生  地 山西省临猗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2010619710126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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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毕业时间 1993年06月28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hujianmin@nwepdi.com 办公电话 02988357027 移动电话 13759961683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邮政编码 710075

工作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电网工程分公司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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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01月10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该项目复合材料横担输电塔结构设计理论、钢管塔设计理论、复杂输电塔结构设计理论等研究课
题，组织复合横担输电塔的工程应用。在创新点一、二和四中有重要贡献。证明附件2-1-2、2-1-16、2-1-
19、2-2-2、2-2-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8年度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钢管结构环板节点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排名第6，证书编号：2018-Y-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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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王树国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83234781 邮政编码 71004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联  系  人 孙清 单位电话 029-82665061 移动电话 15102931087

电子邮箱 sunq@mail.xjtu.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全面参与了该项目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包括结构试验、数值仿真及理论分析，为大型电网输电工程应
用中的关键技术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体现在：复合材料-连接-构件-结构不同层次的复合材料力学
性能研究及其设计方法；高强钢材全自动熔化极富氩混合气体（M AG ）保护电弧焊技术及高强钢管输电
塔结构设计理论；关键节点的承载力理论模型与设计方法和输电塔结构三维空间多尺度有限元分析方法
；输电塔-线耦合体系灾变机理及防灾减灾关键技术与理论研究。在上述研究中，西安交通大学已出版专
著1部，已发表论文120篇，与西北电力设计院合作授予软件著作权1项，参编标准1部，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培养了硕士、博士60余名，多名毕业生已成长为电力行业骨干人才和高校骨干教师，人才培养成绩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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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胡明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8358124 邮政编码 71007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联  系  人 杨小红 单位电话 029-88358124 移动电话 13571816055

电子邮箱 346224478@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大型电网输电工程结构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项目的参与单位，负
责了项目的前期调研和策划，积极组织各方人力，为科研任务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保障了研究工
作的顺利开展；与参与的科研院校一起，合作完成了大型电网输电工程结构中复合材料横担结构新体系、
高强钢管输电塔结构、复杂结构及关键节点承载性能与优化、塔-线耦合体系灾变机理与控制方法等关键
问题，进行了所有研究内容中的研究分析和成果总结工作；将科研成果引入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国际标
准，使得电力行业国内外建设单位得以广泛应用，同时积极负责工程应用推广，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多项国
家重大电力工程和“一带一路”重点能源工程中，并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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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