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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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开发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19Y0755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施工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公布名（专
用项目）

主要完成人 刘林，刘乃飞，段锋，常运超，仲维玲，张斌，耿秦

主要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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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结构 代码 5603530

2 装饰工程 代码 5604560

3 复合结构 代码 560356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房屋建筑业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任务来源 委厅局和设区市级计划,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科研立项课题：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施工关键技术控制研究
：编号J13-11B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9612019Y0755

授权发明专利（项） 2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4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3年1月10日 完成：  2016年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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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以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施工关键技术为出发点，以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咸
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为背景，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科研项目等支持下，历时
4年多，经过不断的论证和攻关，将BIM技术成功应用于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建立了复杂空
间曲面结构体系的全生命周期BIM 建模方法，提出了异型多牛腿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的虚拟安装技
术，形成了基于BIM技术的空间组合结构体系建造成套技术；基于BIM技术和有限元的结合，明确了复杂
曲面肋梁的受力和变形特征，提出了复杂异形钢结构加工和吊装技术，建立了复杂异形钢结构的施工监测
方法，解决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的施工难题；基于BIM模拟现实技术，优化了墙-屋结合式复合金属幕墙
方案，建立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异形金属幕墙安装方法，解决了复杂空间曲面异形金属幕墙的安装难题。
      项目成果发表学术论文6篇，授权国家专利6项，获省部级成果4项，主编省级工法2部。该成果在西咸
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应用前景广阔。
      该项目技术上有创新，实用性强，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提名材料齐全、规范，经完成单位
公示，无知识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符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条件。提名该项目申报2020年陕西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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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目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建筑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为了更好的表现出建筑师的理念、创意以及实现一些特殊的建筑功能，很多的建筑

形式需要突破原有的模式而日趋复杂，这些都推动着建筑结构形式的不断创新。近

年来，复杂空间曲面组合结构异军突起，如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大楼，法门寺合十舍

利塔等，但相关技术和理论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复杂空间曲面组合结构

的推广和使用。本项目以 BIM 技术为工具，以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

心工程为工程背景，开展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施工关键技术及应用”

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 

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

村村北，总建筑面积 70203 ㎡，地下一层，地上七层，建筑总高度 29m。主体结构

采用钢-型钢混凝土混合框架结构，其中钢结构主构件为十字型劲性柱、箱型劲性柱

和 H 型劲性钢梁，整体外观造型采用日字型钢肋梁，共计 68 榀肋梁。附楼采用全

现浇钢+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中间连廊部分为钢结构，采用圆管柱与 H 型钢梁组

成。建筑造型新颖，结构形式复杂。2013 年 1 月，西咸空港项目成立了“西咸空港

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施工关键技术控制研究”课题小组。课题组通过不

断的论证和攻关，重点突破了异形多牛腿曲面肋梁（空间辐射张弦梁）组合结构体

系数字虚拟安装、复杂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加工及安装以及复杂空间曲面肋梁混合

结构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等技术难题。 

2. 项目总体研究思路与创新成果 

BIM 技术进入工程行业已有十多年，在业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国内建筑业和政

府相关部门大力推广 BIM 技术。但以往研究主要针对结构较为简单的一般工程，BIM

技术在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中的应用和开发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项目组

从 2013 年开始，历时 4 年多，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科研项目等支持下，

以“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施工关键技术及应用”为核心，采用理论研究、

BIM 建模、数值仿真、现场监测、工程验证等方法，从基于 BIM 技术的空间组合结

构体系建造技术、复杂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加工及安装技术、复杂空间曲面肋梁混

合结构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技术等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

构体系施工关键技术。取得了以下主要创新成果： 

（1）建立了复杂空间曲面结构体系的全生命周期 BIM 建模方法，提出了异型

多牛腿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的虚拟安装技术，形成了基于 BIM 技术的空间组

合结构体系建造成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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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 BIM 技术和有限元的结合，明确了复杂曲面肋梁的受力和变形特征，

提出了复杂异形钢结构加工和吊装技术，建立了复杂异形钢结构的施工监测方法，

解决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的现场施工难题。 

（3）基于 BIM 模拟现实技术，优化了墙-屋结合式复合金属幕墙方案，建立了

复杂空间曲面肋梁异形金属幕墙安装方法，编制了复合式金属幕墙施工工法，解决

了复杂空间曲面异形金属幕墙的安装难题。 

项目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 6 篇，授权国家专利 6 项，主编省级工法 2 部，获得

省部级成果 4 项，培养研究生 3 名。该成果在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

心工程及其他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应用前景广阔。 

3. 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 

项目成果成功应用于“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和“张掖丹

霞景区基础设施 DX1 项目游客服务中心”等实际工程项目，保证了这些重要工程的

顺利施工和安全运营。其中该技术在“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

的成功应用共节省投资 1300 多万元，缩短工程 90 多天。项目施工期间及竣工后得

到了业内专业报刊及陕西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该技术在“张掖丹霞景区基

础设施 DX1 项目游客服务中心”的成功应用共节省投资 220 多万元，缩短工程 15

天。该项目获得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认可，相关领导多次观摩 BIM 技术汇报，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 成为张掖市首次建筑信息施工技术的创新，并推动了 BIM 技术在甘

肃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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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 1：建立了复杂空间曲面结构体系的全生命周期 BIM 建模方法，提出

了异型多牛腿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的虚拟安装技术，形成了基于 BIM

技术的空间组合结构体系建造成套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建筑工程   

【旁证材料】：（2016）中铁建科评字 110 号、科技查新报告 

BIM 技术进入工程行业已有十多年，在业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国内建筑

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推广 BIM 技术及其应用。但以往研究主要针对结构较

为简单的一般工程，BIM 技术在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中的应用和开发

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开发了异型空间曲面组合结构的 BIM 标准化体系 

从信息化管理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以成熟度和标准度为核心的适用于

异型空间曲面组合结构的 BIM 技术标准化体系；基于该体系对异型空间曲面

组合结构的 BIM 实施情况进行标准化评价。结合 BIM 技术自身的特点及发

展趋势，将 BIM 技术应用成熟度区分为 9 个等级，由 1 级到 9 级成熟度逐渐

增加。基于 BIM 技术应用成熟度的区分，根据 BIM 技术应用信息拓展与交

互的特点，将标准度由低到高划分为数据级、信息级、智慧级以及平台级等

四个等级。基于成熟度及标准度两个核心理念，构建了异型空间曲面组合结

构的 BIM 技术标准化体系。基于异型空间曲面组合结构的 BIM 技术标准化

体系，将应用项目体系区分为阶段、项目、企业以及行业等四个层次，将阶

段层次划分为规划、设计、施工以及运维四个阶段。 

 

图 1 异型空间曲面组合结构的 BIM 技术标准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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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了复杂空间曲面结构体系全生命周期 BIM 建模方法 

各参与方根据不同任务需求，选用不同的BIM软件各自创建任务子模型，

而融合各参与方创建的子模型形成完整的 BIM 模型是建模过程的关键问题。

建立 BIM 模型时，首先制定了建模标准，便于不同专业的模型整合及后期调

整；利用 Revit、Xsteel 和 ArchiCAD 建立的土建、钢结构、钢筋、机电安装

四个专业 BIM 模型，采用 Luban Trans 软件将设计 BIM 模型导入到鲁班建

模软件中，经过 BIM 模型构件的识别、各专业合并及计算，实现施工阶段的

应用。最终形成一套整合预算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阶段等全生命周期的 BIM 

建模方法。 

（3）提出了异型多牛腿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的虚拟安装技术 

异型多牛腿曲面肋梁结构形状复杂，存在加工难，空间安装定位难的特

点。利用 BIM 平台，建立异型多牛腿曲面肋梁的三维模型，在三维模型中添

加时间维度，对异型多牛腿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系在计算机中进行三维空间

数字虚拟安装，提前预知复杂施工部位在安装时可能发生的问题，改进施工

方案，规避风险，从而达到节约成本、提高施工安全性的目的。 

  

图2球面曲肋与环梁拉梁节点三维模型     图3异型多牛腿曲面肋梁数字虚拟安装 

（4）形成了 BIM 在空间组合结构体系中应用的成套技术 

基于建立的复杂空间曲面结构体系全生命周期 BIM 建模方法和标准化

体系形成了 BIM 在空间组合结构体系中应用的成套技术。复杂空间组合结构

梁、柱型钢截面尺寸多样、节点情况复杂，通过 BIMWorks 系统自动预判碰

撞位置，对每个型钢混凝土梁柱节点进行三维模型展示，进而建立了基于 BIM

模型的碰撞及管线定位技术。利用 BIM 技术准确进行工程量的控制、快速计

算所各方所需的工程量，在三维模型中关联时间进度，实现进度产值分析，

并提出基于 BIM 模型的成本管理技术。通过 BIM 的虚拟施工、PDS 系统的

模型协同以及 iBan 手机移动客户端，提出安全质量管理技术，从而对现场

存在的质量缺陷和安全风险进行精确定位，实现项目管理人员对工程的实时

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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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2：基于 BIM 技术和有限元的结合，明确了复杂曲面肋梁的受力和变

形特征，提出了复杂异形钢结构加工和吊装技术，建立了复杂异形钢结构的

施工监测方法，解决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的现场施工难题。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 建筑工程  

【旁证材料】：（2016）中铁建科评字 110 号、科技查新报告 

既往对复杂曲面肋梁的加工及吊装研究较少，对于复杂曲面肋梁的受力

及变形特征不清楚，缺乏成熟的复杂空间曲面肋梁施工技术，致使复杂曲面

肋梁的加工及吊装异常困难，甚至影响其后续正常使用。 

（1）基于BIM+有限元技术的融合，确定了复杂曲面肋梁的受力和变形特征 

利用 BIM 平台转换三维力学分析模型，采用分阶段线性叠加法对两个备

选施工方案进行了施工全过程力学仿真分析，研究了每个关键施工步的受力

和变形特征。按现行规范进行结构的强度和稳定性进行了校核，并和设计状

态进行比较，从结构受力角度优选施工方案，以此来修正施工方案中存在较

大安全、质量隐患的部分，并使施工方案能够切实、准确的指导实际施工，

保证施工全过程的安全。 

 

图 4 某施工步结构竖向位移图 

（2）基于 BIM 虚拟化技术，提出了复杂异形钢结构加工和吊装技术 

“日”字型截面肋梁加工可以分为两部分：肋梁本体加工和肋梁节点加

工。肋梁本体采用“日”字截面梁，“日”字截面梁中有一道纵向通长加劲

板，纵向加劲板位于箱体腹板中间。装配顺序是：先将纵向加劲肋和腹板组

装成 H 型钢，然后在 H 型钢的基础上组装两块翼缘板，横隔板和翼缘板之间

的焊缝采用电渣焊焊接。球面钢骨结构体系复杂，造型特异，球面钢肋是整

个结构安装的重点和难点，为保证球面钢骨结构安装位形的精确度，采用球

面钢骨结构封顶后再开始钢筋混凝土施工。汽车吊进入跨内吊装，大跨度球

面钢肋采用双车抬吊安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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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卷板机弯弧成形                       图 6 现场三车抬吊 

（3）基于 BIM 虚拟现实技术，建立了复杂异形钢结构的施工监测方法 

为确保施工过程结构安全，制定了合理的吊装、安装及施工临时加固措

施，并对整体结构施工过程进行分析。同时还提出了施工监测方法并建立了

施工监测体系，对施工过程的安全性实时预警。根据仿真分析结果及施工工

艺，确定开展不同部位应力和变形监测，监测设备采用全自动振弦式传感器。

上部钢结构监测点分布在球面钢肋的低端、高端及跨中，环梁以及拉梁等受

力比较关键的部位。钢结构吊装之前，采集结构受力的初始值，在吊装、落

位、合拢以及吊车松钩的整个过程中监测结构关键点的应力变化，对结构进

行实时监控。 

 

创新点 3：基于 BIM 模拟现实技术，优化了墙-屋结合式复合金属幕墙方案，

建立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异形金属幕墙安装方法，编制了复合式金属幕墙施

工工法，解决了复杂空间曲面异形金属幕墙的安装难题。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 建筑工程  

【旁证材料】：（2016）中铁建科评字 110 号、科技查新报告 

既往对墙-屋结合式复合金属幕墙研究较少，缺乏成熟的复杂空间曲面肋

梁异形金属幕墙安装技术和工法，从而限制了复合金属幕墙在复杂空间曲面

的推广应用。 

（1）基于 BIM 模拟现实技术，提出了墙-屋结合式复合金属幕墙方案 

复杂空间曲面肋梁混合结构采用墙-屋多构造多节点复合式金属幕墙系

统替代传统混泥土弧板，这套幕墙系统体现了经济性与装饰性的完美结合，

充分利用了钢材的强度及铝材的耐候性及装饰性。该复合式幕墙采用高强度

Q235 钢材作为主受力龙骨，充分结合钢材的弯曲性能，更精准快速方便的实

现了双曲面结构；结构内部采用的屋面板系统进一步提升该工程的防水、节

能、环保性能；结构表面采用开放式装饰面层，利用了铝材的高耐候性及成

熟的表面处理色彩，使建筑师的构思得到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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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BIM模拟现实技术，建立了复杂空间曲面肋梁异形金属幕墙安装方法 

对复杂空间曲面肋梁墙-屋多构造多节点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方法进行

了研究，制定了如下安装方法及流程：屋面放线定位→钢结构钢环梁安装→

钢结构主檩条安装→钢结构次檩条安装→钢结构防腐防火涂装→铝合金 T 

形固定座安装→后衬钢丝网安装→玻璃棉保温层安装→防水透汽膜安装→铝

镁锰合金屋面板安装→穿孔铝板龙骨安装→屋面穿孔铝板安装→波纹彩钢板

安装→收边收口施工→交工验收。 

 
图 7 屋面系统结构示意图 

（3）基于 BIM 技术的复合式金属幕墙施工工法 

基于提出的墙-屋多构造多节点复合式金属幕墙方案以及建立的复杂空

间曲面肋梁墙-屋多构造多节点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方法，编制了“空间曲面

肋梁混合结构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施工工法”，并被陕西省住房与城乡建设

厅评为陕西省省级工法。该工法为后续复杂结构复合式金属幕墙施工提供参

考和技术支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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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通过在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中应用引入 BIM 技术，在施

工全过程进行虚拟施工、施工力学仿真分析、碰撞检查、成本管理、质量安全协同

管理等方面应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现项目动态、集成和可视化 4D 施工项目

管理。通过本技术的应用，成功解决了异型多牛腿曲面肋梁的工厂化精准加工与现

场安装，消除了安装过程中的累计误差；通过对机电安装专业管线综合排布及优化；

在 BIM 技术应用中未对所有特殊工况及特别复杂结构进行展开研究，后续可在该工

程基础上进行深挖。

该项目对施工过程进行模拟仿真力学分析，并监测结构在施工过程中内力及变

形的变化和发展，保证钢骨结构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本项目仅以特有的异性钢结

构做为研究对象进行技术革新，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异形钢结构工程会越来越多，

采用钢结构曲面肋梁加工技术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弯弧钢板下料，保证异形钢结构

构件加工的精准性，达到快速工厂标准化加工，但在采用“钢结构曲面肋梁加工技

术”时需提前论证，需在该技术与实际工况相吻合的情况下采用。

本项目在金属复合屋面研究中，面层采用冲孔式铝板，面层底部装饰层采用红

色铝镁猛金属板，外观设计效果强烈。底部采用目前世界较先进的直立锁边屋面系

统，整体具有成熟的结构传力维护系统，具有独特的抗热膨胀性能及安全的抗风压

性能，应用广泛。在进行“空间曲面肋梁混合结构的复合式金属幕墙”技术推广过

程需对照材料属性，有区别时需进行论证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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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科技成果评审意见 

2016 年 8 月 18 日，经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评审，评审意见为： 

（1）课题组提交的评审资料齐全，内容翔实，符合科技成果评审要求。 

（2）利用 BIM 技术对异形多牛腿曲面肋梁（空间辐射张弦梁）组合结构

体系进行数字虚拟安装，形成了 BIM 在空间组合结构体系中成套技术应用。 

（3）通过钢结构安装过程结构分析及变形监测，形成曲面肋梁现场分段拼 

装、节点连接、测量纠偏、临时支撑及体系转换的成套施工技术。 

（4）采用墙、屋结合式铝镁锰合金板+纤维水泥板复合金属幕墙安装技术，

解决了在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中异形金属幕墙安装难题，保证了施工安

全与质量。该成果在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中应用，经济

及社会效益显著，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科技查新结论 

2016 年 8 月 9 日，经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查新，查新结论为：经

对比，上述文献述及的屈曲约束支撑（UBB）安装技术；型钢混凝土构件与 UBB

（屈曲约束支撑）可焊接也可栓接以及焊接+栓接混合安装技术；温湿度独立控

制系统+冷梁冷吊顶系统；吊顶式诱导器主动式冷梁空调系统；埃特板+铝板、

铝单板+铝镁锰合金板的金属幕墙结构施工技术等未见与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结

构体系结构建筑应用技术完全相同的报道。  

3．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 

（1）“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钢结构工程”于 2015

年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 

（2）“西咸空港新城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 BIM 技术应用”于 2014 年

获第二届中国工程建设 BIM 应用大赛推广应用奖。 

（3）“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施工技术”于 2015 年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4）“BIM技术在西咸空港项目施工的应用与研究”于 2015 年获中国施工

企业管理协会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5）“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施工工法”获 2016 年陕西省省级工法。 

（6）“空间曲面肋梁混合结构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施工工法”获 2016 年

陕西省省级工法。 

4．应用评价 

“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和“张掖丹霞景区基础设施

DX1 项目游客服务中心”等工程，通过应用本成果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均

认为本成果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重大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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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境内。

总建筑面积70203 m
2，地上建筑面积48968 m

2，地下建筑面积为21235 m
2。服

务中心办公楼地上7层地下1层，服务中心办公楼高29 m。上部结构整体外观呈

放射式中心内陷的球冠造型，建筑形体类似于飞碟，外围轮廓为球面圆形，结

构新颖，造型独特，是国内采用空间曲面结构+型钢混凝土结构的罕有建筑。 

通过对BIM的施工全过程数据集成技术、异形多牛腿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体

系数字虚拟安装技术、曲面肋梁现场分段拼装、节点连接、测量纠偏、临时支

撑体系施工技术、墙屋结合式铝镁锰合金板+纤维水泥板复合金属幕墙安装技

术、温湿度独立调节＋主动式冷梁空调系统施工技术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多项

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整套的复杂混合结构施工技术，提高了施工效率，使项目

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提升，节约了成本，保证了施工过程的安全，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张掖丹霞景区基础设施 DX1 项目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张掖市临泽辖区南台

村丹霞景区范围，总建筑面积 15783.24 m
2，其中：计算容积率面积10790.48 m

2，

半地下面积 2776.38 m
2，服务中心地上建筑面积 8014.1m

2，不计容积率面积 

4992.76 m
2，服务中心建筑高度为10.19 m。服务中心为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外立面采用干挂陶板及玻璃幕墙，屋面采用钢结构网架金属屋面，施工

技术特别复杂，施工难度大。  

通过在张掖游客服务中心项目中应用引入BIM 技术，使工程数据形成带有 

BIM 参数的电子资料，便捷地进行存储，同时准确地调用、分析、利于数据共

享和借鉴经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利用 BIM技术按某时间、某工序、特定区

域输出相关工程数据，做到了精细化管理。正是 BIM 这种统一的项目信息存

储平台，实现了经验、信息的积累、共享及管理的高效率。运用 BIM 明细表

功能，实现资源快速计划分析与调整有利于项目管理者合理安排资金计划、进

度计划等资源计划。具体地说，使用 BIM 软件快速建立项目的三维模型，利

用 BIM 明细表，赋予模型内各构件时间信息，通过明细表统计工程量，我们

对数据模型按照任意时间段、任一分部分项工程细分其工作量，也可以细分某

一分部工程所需的时间；进而也可结合人工、材料、机械等价格信息，分析任

意部位、任何时间段的造价，由此快速地制定项目的进度计划、资金计划等资

源计划，合理调配资源，并及时准确掌控工程成本，高效地进行成本分析及进

度分析， 从而提高了项目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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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

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中铁二十局

集团第六工

程有限公司 

BIM的施工全过程数

据集成技术、异形多牛

腿曲面肋梁组合结构

体系数字虚拟安装技

术、曲面肋梁现场分段

拼装、节点连接、测量

纠偏、临时支撑体系施

工技术、墙屋结合式铝

镁锰合金板+纤维水泥

板复合金属幕墙安装

技术。 

西咸空港综

合保税区事

务服务办理

中心工程，

总建筑面积

70203 m
2。 

2013-01  

~ 

2016-03 

刘林 

13309100007 

2 

中铁二十局

集团第六工

程有限公司 

BIM 模型的钢结构与

主体结构柱定位技

术 、BIM 技术的平行

多维度施工项目管理。 

张掖丹霞景

区基础设施 

DX1 项 目

游客服务中

心。总建筑

面积  15783 

m
2。 

2016-02 

~ 

2016-09 

余文元 

1522923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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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科技成果成功应用于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和张掖丹霞景区实际工程项

目，保证了各项目的顺利实施，节省了投资，缩短了工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1）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 

① 经济效益 

 采用 BIM 技术对本工程的异型多牛腿曲面肋梁钢结构的加工及安装、机电

管线综合碰撞优化、项目安全质量进度成本管理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与提高。在施工

技术方面提前钢结构施工工期工期提前 50d，节约材料及机械人工费用 557 万元人

民币；通过碰撞检查功能，发现并提前避免建筑结构与机电专业碰撞点 443 处，节

约人工材料费用 87 万元。利用 BIM 技术的精确提取工程量功能，使得施工材料发

放精确到构件级别，节约钢筋 37.8 t，每吨按照 4200 元计算，节约材料费用 15.876 万

元。BIM 技术的应用为本项目节约成本共计 659.876 万元。 

 采用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施工技术，构件加工放样精确，节约材料，施工质

量可靠，能保证球面曲肋及多牛腿精准加工，大大节约了弯弧钢板采用常规加工办

法的浪费，提高了施工效率，并可以在工厂进行集成化加工，节约成本 557 万余元，

工期提前 50d。 

 采用墙、屋结合式铝镁锰合金板+纤维水泥板复合金属幕墙安装技术，解决

了在复杂空间曲面肋梁组合结构中异形金属幕墙安装难题，与传统的钢筋砼外弧板

方案相比，保证了施工安全与质量，缩短工期 40d，节约成本 150 万元。 

② 社会效益 

本成果中的空间曲面肋梁安装技术采用自编 CAD 程序三维建模，生成加工实体

模型，分区分段加工；球面曲肋焊接采用上翼缘开口，中间焊接加劲板，下翼缘仰

焊改平焊；曲肋现场节段拼装，采用三车抬吊安装，变形监测采用振弦式应变片进

行监测，在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项目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中，由于钢构件加工制

作精准、吊装措施到位，很好的实现了设计意图，技术先进，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

定，成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乃至整个西安地区的标志性建筑。本工程建筑外型由 68 

条钢结构曲面肋梁和层间型钢混凝土环梁组成。造型新颖，结构形式复杂，施工难

度大，管理要求高。通过引入 BIM 技术，在施工全过程进行虚拟施工、碰撞检查、

成本管理、质量安全协同管理等方面应用，并进行深入研究，实现项目动态、集成

和可视化 4D 施工项目管理。成为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的又

一亮点，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同时得到了业内专业报刊及陕西电视台等主流媒

体的广泛关注，为今后推广应用 BIM 技术、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施工技术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并为公司扩大西北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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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掖丹霞景区基础设施 DX1 项目游客服务中心 

① 经济效益 

 采用 BIM 技术对本工程的焊接球形钢结构网架的预加工、组装、机电管线

综合碰撞优化、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与提高。在施工技术方面提前

室内外土建与安装之间及安装各专业之间的碰撞问题共 604 处，节约材料及机械人

工费用 42 万元； 利用 BIM 技术的精确提取工程量功能，因主体基础变更，快速、

准确计算出变更增加约 486.321 吨钢筋，每吨按 2670 元计算，追溯钢筋原材费用 130 

万元。现场钢筋采购计划与模型工程量对比，使钢筋工程量的采购误差减少至 0.01，

直接节约项目经费 20 万元。 

 采用焊接球形钢结构网架施工技术，发现并提前避免结构柱与钢结构钢架支

座位置偏差，节约人工材料费用 29.7 万元，构件预制加工放样精确施工质量可靠。 

工期提前 15d。BIM 技术的应用为本项目节约及追溯成本共计 222 万元。 

② 社会效益 

本工程整体建筑造型为“祥云”及“祁连玉”。依靠传统的管理手段难以有效控制

施工质量、进度和成本，因此我项目管理团队决定引入“BIM”技术提高项目施工管

理水平，BIM 技术围绕三维可视化模型，在施工阶段解决异形结构、钢结构安装的

碰撞问题，为选择合理的钢筋下料、安装，钢结构网架的安装方案提供了直观的三

维节点模型；机电安装专业在管线综合排布后，利用 BIM 中的碰撞检测平台，实现

了管线优化；通过三维模型建立查找图纸问题并整理，避免实际施工中可能出现的

返工，节约成本；主要材料用量计划通过模型快速准确提取，为施工过程中的材料

管控提供依据，提高项目精细化管理水平；三维技术交底，形象直观，避免常规文

字交底时，因表达不清而产生的歧义。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手持移动终端，

在相应的 BIM 系统软件中，通过拍摄照片，并将照片定位到与实际位置一致的模型

中，可以实现现场安全、质量、进度的分类管理和实时共享。获得了各界人士的高

度认可相关领导多次观摩 BIM 技术汇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成为张掖市首次建筑

信息施工技术的创新，并推动了 BIM 技术在甘肃省的进一步发展，在为今后全面推

广应用 BIM 技术、钢结构施工技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为公司扩大至西北市场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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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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曲形肋梁
加工及拼装施
工工艺

中国 ZL201510
250358.4

2017年
03月15日 2415196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何琳；武
群虎；余
文元；刘
林；田东
锋；耿秦
；王亚军
；罗云辉
；向国平
；孟卓
；周博

2 发明专利
一种空间曲形
肋梁钢结构施
工方法

中国 ZL201510
250883.6

2016年
12月21日 1811079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何琳、张
斌、余文
元、刘林
、耿秦、
向国平、
孟卓、周
博、王亚
军

3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日字截面
曲形肋梁加工
结构

中国 ZL201520
37170.2

2015年
09月02日 4589228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何琳；武
群虎；余
文元；刘
林；田东
锋；耿秦
；王亚军
；罗云辉
；向国平
；孟卓
；周博

4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曲形肋梁
拼装结构 中国 ZL201520

317166.6
2015年
09月02日 4589830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刘林；何
琳；武群
虎；余文
元；田东
锋；耿秦
；王亚军
；罗云辉
；向国平
；孟卓
；周博

5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温湿度调
节系统与主动
式冷梁联合施
工结构

中国 ZL201621
388753.5

2017年
09月22日 6488968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刘林

6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空间曲面
肋梁混合结构
的复合式金属
幕墙

中国 ZL201721
106380.2

2018年
05月01日 7290353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孟卓；刘
林；向国
平；张静
远；周博
；余文元

7 论文
BIM技术在材
料管理中的应
用

中国

DOI:10.1
3319/j.cn
ki.sjztddx
xbzrb.201
7.S1.69

2017年
11月30日

石家庄铁道大
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耿秦

8 论文
空间曲面结构
复合金属幕墙
施工技术研究

中国

DOI:10.3
969/j.issn.
1009-
4539.2017
.07.029

2017年
07月20日 铁道建筑技术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张斌

9 论文

基于BIM 技术
的隧道协同管
理平台架构研
究

中国

DOI:10.1
1779/CJG
E2018S20
24

2018年
10月15日 岩土工程学报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宋战平
;史贵林
;王军保
;郑文杰
;王娟娟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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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论文
BIM技术及其
在隧道工程中
的应用

中国
2017-12-
6，pp:28
0-287

2017年
12月06日

第二届全国岩
土工程BIM技
术研讨会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肖珂辉
;宋战平
;史贵林
;户若琪
;王涛;唐
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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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林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3年08月23日 出  生  地 陕西三原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230119730823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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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8年01月03日 所学专业 建筑工程

电子邮箱 346253750@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30910000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广安路3619号 邮政编码 710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兼项
目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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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0日　至 2016年03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课题方案的制定、落实、实施，研究报告的编写，提出重大核心发现及创新点，主持课题实施。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BIM技术在西咸空港项目施工的应用与研究”获2015年度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2016-C-E-177）排名第四。2、“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施工技术”获
2015年度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2016-C-E-229）排名第五。3、”空间曲
面肋梁混合结构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施工工法“获2017年-省级工法（SXSJGF2017-117）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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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乃飞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11月21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神木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272219851121087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讲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8年01月11日 所学专业 岩土工程

电子邮箱 liunaifei1985@126.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62926405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中段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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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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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0日　至 2016年03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承担技术方案的检查、审核工作。作为BIM关键技术小组组长，带领各创新工作组成员，熟悉全
部施工图纸，指导各专业建模员建立建筑信息模型。不断地应用BIM优化施工方案，编制三维技术交底。
开展各专业深化设计，进行碰撞检测并充分沟通、解决图纸、变更及设计问题。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20年“穿越富煤偏压地层大断面隧道修建关键技术研究”获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排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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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锋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2月08日 出  生  地 陕西礼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251978020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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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12月12日 所学专业 建筑与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84917668@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862934619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广安路3619号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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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0日　至 2016年03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针对本项目进行方案指导，协助方案落实的资源配备，参与成果整理及论证。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9年度“BIM技术在邕宁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技术研究”获中国施工企业
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四，证书编号为2019-J-E-130；2.2019年度“雷黄铁路移
动模架快速施工技术”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四，证书编号为
2019-J-E-267；3.2019年度“邕宁水利枢纽深水土石围堰关键施工技术研究”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
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四，证书编号为2019-J-E-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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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运超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12月22日 出  生  地 陕西大荔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212719710118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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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2005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709021084@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519181600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辛家庙广安路3619号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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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0日　至 2016年03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针对本项目进行方案指导，协助方案落实的资源配备，参与成果整理及论证。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9年“BIM技术在邕宁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技术研究”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
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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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维玲 性别 女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07月20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072119760720466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03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366487283@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531940027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710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部长

二级单位 科技创新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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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0日　至 2016年03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针对本项目进行方案指导，协助方案落实的资源配备，参与成果整理及论证。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2019年度“BIM技术在邕宁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技术研究”获陕西省土木
建筑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证书编号为1819-2-2，排名第五；2、2019年度“雷黄铁路移动模架快速施工技术
”获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证书编号为1819-2-3排名第五；3、”空间曲面肋梁混合结构复合
式金属幕墙安装施工工法“获2017年-省级工法（SXSJGF2017-117）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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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2月20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0419660220107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 毕业时间 2012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工商管理

电子邮箱 gongchengbu6@126.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359215892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集团公司项目经
理

二级单位 海外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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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0日　至 2016年03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针对本项目进行方案指导，协助方案落实的资源配备，参与成果整理及论证。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BIM技术在西咸空港项目施工的应用与研究”获2015年度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2016-C-E-177）排名第二。2、“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施工技术”获
2015年度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2016-C-E-229）排名第二。3、“西咸空
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施工关键技术控制研究”获第三届(2016～2017年度)陕西省土木建筑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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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秦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年11月30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0419841130105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民建

电子邮箱 446140247@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087686677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工程部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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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0日　至 2016年03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课题的立项，方案的制定、优化、实施，参加课题的撰写。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1、“BIM技术在西咸空港项目施工的应用与研究”获2015年度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2016-C-E-177）排名第六。2、“空间曲面肋梁钢结构施工技术”获
2015年度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2016-C-E-229）排名第七。3、“空间曲
面肋梁钢结构施工工法”获2016年省级工法（SXSJGF2016-003）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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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邓勇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153633 邮政编码 71001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89号

联  系  人 杨星智 单位电话 029-82153633 移动电话 13346719966

电子邮箱 352923436@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全面负责完成“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工程施工
关键技术控制研究”各项内容，重点突了BIM技术在复杂空间曲面肋梁混合结构施工中的应用、复杂空间
曲面肋梁钢结构加工及安装技术、复杂空间曲面肋梁混合结构复合式金属幕墙安装技术等技术难题。形成
了一整套的复杂混合结构施工术，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约了成本，保证了施工过程的安全，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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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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刘德兵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519636 邮政编码 71003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辛家庙广安路3619号

联  系  人 姜子麒 单位电话 029-82519636 移动电话 15511834500

电子邮箱 394903614@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参加课题的立项，关键技术的研究、科技攻关、组织专家多次对重难点方案进行论证指导，重点研究
了异形多牛腿曲面肋梁特点的组合结构体系技术；异形多牛腿曲面肋梁特点的组合结构体系进行施工全过
程力学仿真分析；采用自编CAD插件程序三维建模，生成加工实体模型；分区分段加工技术、曲面“日
”字型肋梁采用上翼缘开口，中间焊接加劲板，下翼缘仰焊改平焊焊接技术；曲面肋梁现场分段拼接、三
车抬吊安装技术；采用振弦式应变片进行应力监测；复杂空间曲面肋梁混合结构金属幕墙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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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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刘晓君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82202330 邮政编码 71005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中段13号

联  系  人 高音 单位电话 029-822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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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课题的立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科技攻关。主要承担技术方案的检查、审核工作。负责BIM关键
技术研发，带领各创新工作组成员，熟悉全部施工图纸，指导各专业建模员建立建筑信息模型。不断地应
用BIM优化施工方案，编制三维技术交底。开展各专业深化设计，进行碰撞检测并充分沟通、解决图纸、
变更及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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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