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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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020J0043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新型预制装配组合结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公布名（专
用项目）

主要完成人 杨勇，方有珍，王先铁，梁炯丰，邵永健，薛亦聪，于云龙，陈阳，冯世强

主要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东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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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结构 代码 560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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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任务来源 国家计划, 国家基金, 省市基金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柱受力行为与抗震设计方法研究（515784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卷边PEC柱-钢梁部分自复位连接组合框架结构体系抗震机理与设计对策
（5147828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受力行为与设计方法研究（514782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方钢管混凝土框架-薄钢板剪力墙结构关键技术与设计方法研究（5110836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型钢部分包裹再生混凝土柱基本力学性能及抗震性能研究（51368001）。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100008880010

授权发明专利（项） 5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53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04年5月1日 完成：  2019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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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陕西省科学技术
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按照要求，我单位和项目完成单位都已对该项目的拟提名情况进行了公示，目前无异议。
   该项目组首次提出装配式建筑与型钢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思想，创新发明了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
（PPSRC）结构体系，发明了符合实际受力状态的压剪试验装置，提出了基于纤维截面-非线性剪切弹簧
组合单元的型钢混凝土结构精细化数值分析方法，率先开展了PPSRC梁、柱构件的静力与抗震性能的试验
研究、数值模拟和理论研究，建立了型钢混凝土结构计算方法和计算理论；创新发明了（自复位）装配式
新型卷边PEC柱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体系，并率
先开展了各新型体系的构件、节点、框架的抗震试验研究，揭示了各种体系的复位机制、受力机理及损伤
演化机制，建立了相关计算分析和设计方法，有力推进了组合结构尤其是预制装配组合结构的发展。
   发表SCI收录论文34篇，EI收录论文61篇；授权发明专利5件，实用新型专利52件，软件著作权1件；参编
国家标准3部（国标1部，行标2部）；在18个实际工程中得到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经济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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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总体情况

本项目成果属于土木建筑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主要应用于土木建筑领域。

本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类新型预制装配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即部

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

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体

系。上述各类新型组合结构体系均是项目组在长期从事组合结构领域研究基础

上，结合当前预制装配组合结构体系所存在的关键理论问题、实际应用难题和

未来前沿领域，创新发明的新型高性能结构体系。

2004年以来，项目组在 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下，先后投入经费 857万元，对上述四类新型预制

装配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开展了系统深入研究。

本项目成果的主要内容

（1）创新发明了一种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结构体系，结合

大量试验研究、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在国内首次对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

构件粘结滑移性能、二阶段受力性能、梁受弯、梁受剪、柱轴压、柱偏压、柱

压剪、柱抗震性能等方面的损伤演化和失效机理进行了全面研究。

（2）针对型钢混凝土粘结滑移性能、复合受扭传力机制、非线性剪切作用

下的剪力分配机制这三个基础研究难题，通过测量技术（发明了内置滑移电子

传感器）、试验技术（发明了新型复合受扭实验装置）与理论建模（提出了基于

开裂剪切刚度与峰值承载力相结合的型钢与混凝土剪力分配量化方法）方面的

创新，有效实现了型钢混凝土粘结滑移性能、复合受扭性能、非线性剪切性能

的深入研究。

（3）创新发明了部分预制装配 PEC梁，并通过试验研究揭示了预制装配部

分包裹混凝土组合梁的受弯、受剪破坏机理、承载性能、变形性能，并提出了

考虑不同失效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的部分预制装配 PEC梁承载能力、刚度、变

形的计算理论。

（4）针对现有 PEC 柱双向刚度差异明显和设置拉结筋造成施工复杂的难

题，创新发明了卷边薄壁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简称新型卷边 PEC柱）和基于

性能化设计的摩擦耗能型 T 形件连接形式，并在国内外首次深入全面开展新型

卷边 PEC柱、新型卷边 PEC柱-钢梁节点、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中间层和装

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建立了装配式

新型卷边 PEC柱结构体系成套技术和设计方法。

（5）创新发明了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结构体系，通过对中间层子

结构与整体结构的试验研究，揭示了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框架结构的

损伤演化机理与灾变机制，形成了相应的抗震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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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针对内隔板式方钢管混凝土柱-钢梁节点中钢管内混凝土浇筑及该节

点现场焊接困难的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柱穿芯高强螺栓-
端板连接节点。基于试验研究和数值分析，探明了节点的破坏过程、破坏形态、

应力发展过程及损伤演化规律，建立了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柱穿芯高强螺栓-端
板连接节点承载力计算方法和设计理论。

（7）创新发明了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对带楔形装置的

自复位方钢管混凝土柱-钢梁节点、外张拉式自复位方钢管混凝土柱脚节点的试

验研究与数值模拟分析基础上，建立了带耗能钢板的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

土框架的连接构造方法，提出了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框架的复位机制和

设计方法。

（8）针对地震作用下自复位结构体系中复位性能与耗能性能的双重需求，

充分利用三向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柱自复位特性和屈曲约束钢梁耗能性能，创新

发明了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结合大量的节点、框架抗震试验研究，揭示了

其受力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提出了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的耗能机理和复位

机制，建立了自复位装配式混合节点与框架的恢复力模型和相应设计方法。

本项目充分结合了传统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装配式建筑与基于“韧性城市”

的震时可自复位的新型抗震设计理念，相关研究成果被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

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聂建国为主任的鉴定委员会评价为“有力推进了组合结

构尤其是预制装配组合结构的发展，成果整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部

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和自复位装配式组合结构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本项目历时 16年，完成了 340个构件，44榀大比例框架结构的试验研究，

围绕新型预制装配组合结构体系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全面深

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和技术方法，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4篇，EI收录论文 61篇，其中 5篇标志性论文被国内外学者他引达

175次；授权发明专利 5件，实用新型专利 52件，软件著作权 1件；参编国家

标准 3部（国标 1部，行标 2 部）。同时在 18个实际工程中得到成果转化和推

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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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1.1 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结构体系方面

（1）先后发明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空心梁、预

制装配蜂窝型钢混凝土梁、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柱、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空心

柱、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等系列新型结构类型（图 1、图 2）。并结合

41个PPSRC梁与 50个PPSRC柱的静力试验研究、17个PPSRC梁与 21个PPSRC

柱的拟静力试验研究以及大量的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建立了考虑不同失效机

理和损伤演化机制的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刚度、变形的计

算方法和分析理论。

（a）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的构成 （b）二阶段受力过程分析

（c）弯曲性能 （d）剪切性能 （e）抗震性能

图 1 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试验

（a）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柱的构成 （b）轴压、偏压、压剪、抗震试验

图 2 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柱试验

（2）结合 32个大比例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的静力剪切试验、18个

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柱的静力压剪试验与 11个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短

柱的拟静力试验研究，创新提出了基于开裂剪切刚度与峰值承载力相结合的型

钢与混凝土剪力分配量化方法（图 3），解决了型钢混凝土构件非线性剪切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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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与混凝土剪力分配不明确的关键难题，提出了依据性能需求最优化设计型钢

与混凝土的截面尺寸与材料性能的设计方法。进一步针对传统纤维截面单元无

法模拟型钢混凝土构件非线性剪切的问题，创新提出了纤维截面与非线性剪切

弹簧的组合模型，有效解决了非线性剪切难以模拟的难题。

(a) 型钢与混凝土剪力分配量化方法 (b) 纤维截面与非线性剪切弹簧组合模型

图 3 型钢混凝土构件非线性剪切分析方法

（3）发明了单点加载且符合地震作用时实际受力状态的构件复合受扭实

验装置及其方法（图 4），并通过共 103个 SRC试件的试验和数值模拟，揭示了

纯扭、剪扭、弯扭、弯剪扭、压弯剪扭型钢混凝土构件的破坏形态、破坏特征、

受力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建立了剪扭、弯扭、弯剪扭和压弯剪扭型钢混凝土

构件的强度相关方程、强度计算理论和计算公式。

（a）梁式构件受扭加载装置 （b）柱式构件受扭加载装置

图 4 复合受扭实验装置

1.2 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 柱结构体系方面

（1）发明了部分预制装配 PEC 梁

（图 5），基于 21 个部分预制装配 PEC

梁的试验研究、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

揭示了部分预制装配 PEC梁二阶段受力

过程的应力计算和内力重分布规律，并

建立了考虑不同失效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的部分预制装配 PEC梁承载能力、刚

度、变形的计算理论和累积损伤模型。

图 5 预制装配 PEC梁截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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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发明了卷边薄壁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简称新型卷边 PEC柱），

并首次深入全面开展了 26个足尺新型卷边 PEC柱、24个足尺自复位装配式新

型卷边 PEC柱-钢梁节点、12榀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中间层和 15榀自

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图 6），

建立了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结构体系设计方法和计算理论。

(a) 试验加载模型 (b) 模拟加载模型 (e) 试验破坏模式 (f) 模拟破坏模式

图 6 T形件螺栓连接卷边 PEC柱-钢梁组合框架结构抗震试验

1.3 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方面

发明了外张拉式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柱脚节点、单边预应力全装配

式自复位方钢管混凝土梁柱节点、带楔形装置的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梁

柱节点、腹板带耗能件的自复位装配式钢管混凝土梁柱节点。通过 4个柱脚节

点、6个梁柱节点及 4榀框架结构的试验研究，探明了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

土节点和框架的受力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并建立了相关的设计方法。

（a）带楔形装置的自复位

节点及试验

（b）外张拉式自复位柱脚

节点及试验

（c）绕梁上翼缘转动的自复位

节点及试验

图 7 4种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节点与框架试验

1.4 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体系方面

创新发明了新型自复位装配式混合框架结构，通过 10个大比例自复位装配

式混合梁柱节点和 3 榀自复位装配式框架结构的抗震试验和数值模拟，对新型

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体系的内力传递分配、结构自复位和耗能机制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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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建立了基于分阶段自复位与耗能机制的性能化设计方法。

（a）新型自复位钢-混凝土混合结构 （b）复位与耗能机制的解耦

图 8 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抗震试验

1.5 国内外同类研究、技术相比较的先进性

（1）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结构体系方面

创新性地提出“组合截面、叠合施工、混合结构”和“差异化使用材料、构件、

结构”的理念，发明了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体系。近年来，项目组先后

发明了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空心梁、部分预制装配蜂窝钢混凝土梁、部分

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预应力梁、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空心柱等系列构件结

构形式。同时，近年来将超高性能混凝土引入外部预制混凝土，使得该结构体

系性能优势更为突出。目前，韩国 Hong W. K.教授团队虽也开展了相似研究，

但是其所研究范围和形式仅限于普通混凝土的部分预制型钢混凝土梁，其适用

范围和性能优势明显滞后于本成果研究水平。

（2）型钢混凝土非线性剪切分析和数值模拟方面

建立了型钢与混凝土在非线性剪切作用下的剪力分配模型与用于数值分析

的纤维截面与非线性剪切弹簧组合模型。揭示了型钢混凝土构件在非线性剪切

行为中型钢与混凝土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及在不同受力阶段的剪力分配机制，提

出了依据性能需求最优化设计型钢与混凝土的截面尺寸与材料性能的设计方

法。同时，创新提出的纤维截面与非线性剪切弹簧组合模型可有效改善传统纤

维截面单元无法模拟型钢混凝土构件剪切性能的关键难题。本部分研究成果为

国内外原创，目前尚未见到类似研究开展。

（3）装配式新型卷边PEC柱结构体系方面

发明了新型卷边 PEC柱、钢梁端板-PEC柱穿芯螺栓连接、钢梁增强焊接 T
形件-PEC柱穿芯螺栓连接和钢梁摩擦耗能 T形件-PEC柱穿芯螺栓连接等新型

节点连接形式。并在国内外首次系统开展了采用上述创新连接方式的新型卷边

PEC柱、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钢梁节点、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中间层和

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研究，提出了系列设计方法和构造

措施。本部分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原创，目前尚未见到类似研究开展。

（4）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PEC柱结构体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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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提出了“设计地震水平下通过耗能件耗能减震并达到完全复位，大震水

平下连接转化为承压型受力模式而部分复位”设计理念，创新发明了 T形件摩擦耗

能/BRS耗能部分自复位连接形式、梁柱节点有限长度预拉杆部分自复位连接形式。并

在国内外首次系统开展了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钢梁部分自复位连接节点、自

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中间层与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研究，建立了部分自

复位结构抗震机理和设计方法，并提出了部分自复位结构组装工艺与方法。本

部分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原创，目前尚未见到类似研究开展。

（5）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框架结构方面

发明了外张拉式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柱脚节点、单边预应力全装配

式自复位梁柱节点、带楔形装置的自复位梁柱节点及腹板带耗能件的自复位钢

管混凝土梁柱节点。完成了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柱脚节点、自复位装配

式方钢管混凝土梁柱节点及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框架的拟静力试验研

究，探明了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节点和框架的受力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

建立了自复位柱脚节点、梁柱节点及框架的耗能机理、复位机制与力学分析模

型，建立了自复位节点的恢复力模型和设计方法。本部分研究成果中采用的自

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设计和构造方式均为国内外原创，目前尚未见到类似

研究开展。

（6）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体系方面

按照“分阶段复位、分阶段耗能”的理念，创新发明了新型自复位装配式混

合框架结构。目前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经合理设计，该结构体

系可以实现“小震弹性、中震复位、大震耗能”的性能，从而更好满足目前抗震规

范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计要求，能更好地实现性能化设计需

求。本部分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原创，目前尚未见到类似研究开展。

1.6 成果实施效果

（ 1）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 Engineering Structure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Steel & Composite Structures》、《Earthquakes &
Structures》、《土木工程学报》、《建筑结构学报》、《工程力学》等及国内外重要

学术会议上发表 SCI收录论文 34篇、EI 收录论文 61篇，其中 5篇标志性论文

被国内外学者他引 175次。

（2）本项目成果产生 5件国家发明专利、52件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与 1件软

件著作权授权，相关研究成果被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51231-2016）等 3本国家或行业标准采纳，在包括浐灞行政中心等 18项
实际工程中得到应用，产生了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例如采用本项目中装配式

部分外包型钢混凝土（PEC）结构的梅山江商务配套管理用房项目，其主体结构

21天完成吊装，总工期相对传统钢框架减少约 91天，节省造价 250余万元。

（3）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5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6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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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1）后续应继续深入针对项目提出的四类新型预制装配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体系开展研究，在目前所开展的基本机理、基本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全面开

展设计方法和施工建造工艺方面的研究。

（2）后续应加强与此前合作企业的进一步合作，完善各新型预制装配钢-
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的设计方法，促进相关结构体系和成果的应用；

（3）后续应编制设计图集和手册，并尽快编制相关规程标准，促进所研究

结构体系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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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5.1 成果鉴定结论及评价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2020年 5 月 25 日在西安组织召开了本项目成果鉴定

会，以清华大学聂建国院士为组长的鉴定委员会鉴定意见如下：

“项目组自 2004年以来，按照“材料－界面—构件—结构”多尺度研究技术

路线，对多种创新发明的新型预制装配组合结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进行了深

入研究，建立了相应的计算分析和设计理论，对促进组合结构和装配结构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取得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发明了内置式电子滑移传感器和分布嵌入粘贴应变片的界面粘结应力

测试方法，提高了界面粘结应力和相对滑移的测量精度，揭示了型钢混凝土界

面剪力传递机理和界面粘结滑移性能损伤演化规律，建立了更加精细的型钢混

凝土界面粘结强度计算理论和粘结滑移本构模型。

（2）利用发明的复合受扭试验装置，通过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揭示了纯

扭、剪扭、弯扭、弯剪扭、压弯剪扭型钢混凝土构件的破坏形态、破坏特征、

受力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建立了型钢混凝土构件复合受扭计算方法。

（3）研究了型钢混凝土构件在不同受力阶段的剪力分配机制，建立了基于

剪切变形协调的型钢混凝土构件受剪承载力统一计算理论。

（4）结合“组合截面、叠合施工、混合结构”和“差异化使用材料、构件、结

构”创新理念，发明了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体系，建立了考虑不同失效

机理和损伤演化机制的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设计理论。

（5）发明了卷边薄壁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以解决 PEC柱双向刚度明显差

异问题，建立了卷边薄壁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结构体系的设计理论和成套技术。

（6）提出了“自复位-耗能全耦合、部分复位部分耗能、分阶段复位耗能”3
种创新理念，发明了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新型

卷边 PEC柱-钢梁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体系等新型自复位组合结构

体系，揭示了 3种新型自复位组合结构体系的复位机制、受力机理及损伤演化

机制，建立了相关设计方法。

专家组一致认为，本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自复位组合结

构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2 项目结题评价

本成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078247、51078249、51108369、51478286、
51478287、515784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2016YFC0701403）、陕

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5JM5187）等项目的支撑下，达到了预期目标，结题材

料齐全、成果丰富，顺利完成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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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论文评价

项目组发表的 95篇 SCI及 EI论文中，5篇标志性学术论文的总他引次数达

175次，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评论。其中，有关型钢混凝土非线性剪切性能理论建

模方面的论文的匿名评价（论文评审）为“This study proposes an alternation in
existing calculation methods, and the topic i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and a lot of
research remains to be done.”,说明项目成果选题精准，准确面向预制装配组合结

构体系所存在的关键理论问题、实际应用难题和未来前沿领域。

本成果如下 7篇论文先后入选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公布的“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表明成果得到同行专家高度认可。

1、方有珍，陆佳，马吉，孙国华．薄壁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强轴）滞回

性能试验研究，土木工程学报，2012(4)：48-55，入选 2017年度领跑 5000—中

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EI）；
2、方有珍，顾强，申林，马吉，陆佳．薄壁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弱轴）

滞回性能足尺试验研究 ，建筑结构学报，2012(4)：113-120，入选 2016年度和

2017年度领跑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建筑结构学报 2012-2017
年高引论文（EI）；

3、杨文侠，方有珍，顾强，孙国华，马吉．薄壁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抗震

性能足尺试验研究，工程力学，2012(8)：108-115，入选 2014年领跑 5000—中

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EI）；
4、方有珍，陆承铎，马吉，申林，孙国华．新型卷边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

（弱轴）滞回性能足尺试验研究，土木工程学报，2013(1)：24-33，入选 2017
年度领跑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EI）；

5、方有珍，马吉，陆承铎，曲延全，申林．新型卷边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

（强轴）滞回性能试验研究，工程力学，2013(3)：181-190，入选 2017 年度领

跑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工程力学 2012-2017年和 2013-2018
高引用论文（EI）；

6、马吉，方有珍，陆承铎，韩昌标，孙国华．薄壁钢板 PEC柱-钢梁端板

对拉螺栓连接滞回性能试验研究，工程力学，2013(6)：107-115+123，入选 2017
年度领跑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EI）；

7、方有珍，顾强，姚江峰，马吉，孙国华．新型卷边钢板组合 PEC柱-钢
梁中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土木工程学报，2014(7)：53-62，入选 2017 年度

领跑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EI）。

5.4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评价

经检索并对相关文献分析对比表明，除本查新项目的研究成果外，在国内、

外公开发表的中外文文献中与本查新项目创新点完全相同的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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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本项目围绕新型预制装配组合结构体系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进

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和技术方

法，相关研究成果被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2016）
等采纳。同时，充分发挥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两家项目合作单位和新时代（西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萧

钢构（江西）有限公司、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资源优势，在

18个实际工程中得到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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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集

团机械施工

有限公司

部分预制装配

型钢混凝土结

构、装配式方钢

管混凝土框架

结构设计方法

西宁汽车客运

中心站工程等 8
项公共建筑建

造项目

2007
年

-2016
年

冯战坤

/13991985379

2

新时代（西

安）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

司

型钢混凝土构

件非线性剪切

设计方法、装配

式方钢管混凝

土框架结构设

计方法

西安电力机械

制造公司总部

和研发中心项

目等 3项公共建

筑建造项目

2007
年

-2010
年

马山积

/13572872205

3
杭萧钢构

（江西）有

限公司

装配式方钢管

混凝土框架结

构计算理论

厦门市帝景苑

6#楼钢结构工

程等 2项公共建

筑建造项目

2015
年

-2018
年

江涛

/13607094534

4
宁夏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型钢混凝土构

件非线性剪切

设计方法

银川滨河新区

体育中心等 2项
公共建筑建造

项目

2016
年

-2018
年

刘轩

/1500951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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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建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

装配式方钢管

混凝土框架结

构设计方法

丝绸之路贸易

产业中心

（公共建筑建

造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孙冰

/17302816065

6
江苏沪宁钢

机股份有限

公司

装配式方钢管

混凝土框架结

构设计方法

箱型钢板剪力

墙钢结构生产

线-研发大楼（公

共建筑建造项

目）

2016
年

-2018
年

杨文侠

/18351517335

7
江西华新置

业有限公司

装配式方钢管

混凝土框架结

构设计方法

南昌市高新云

中城（公共建筑

建造项目）

2012
年

-2017
年

金兰兰

/18979172192

8

中海油基建

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装配式方钢管

混凝土框架结

构设计方法

中海油（深圳）

大厦（公共建筑

建造项目）

2012
年

-2016
年

陈忠艺

/18676798068

9
浙江精工钢

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预制装配部分

外包型钢混凝

土（PEC）结构

设计方法

绍兴市梅山江

商务楼配套管

理用房（公共建

筑建造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赵阳

/1515458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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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1 经济效益

2004年以来，项目组在 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下，先后投入经费 857万元，对上述四类新型预制

装配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开展了系统深入研究。

项目组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应用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

T3A航站楼钢结构工程、浐灞行政中心钢结构工程、丝绸之路贸易产业中心等

大型标志性建筑中，对于上述工程的设计方案优化及施工方案深化都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与支撑，在建造成本、施工进度、施工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项目中的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结构体系与装配式方钢管混

凝土柱框架结构体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功应用在浐灞行政中心、西咸新区空港

新城综合保税区事务服务办理中心、曲江文化大厦项目、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

期扩建工程 T3A航站楼等 10余项工程中得到应用，对工程中结构构件的承载力

与刚度验算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整体结构选型及结构构件深度优化设计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箱型钢板剪力墙钢结构

生产线-研发大楼中，经合理设计后，采用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柱框架结构体系

相比于传统钢结构节省工程造价 380余万元。

项目中（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结构体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功在

绍兴市梅山江商务楼配套管理用房、赣州市嘉福·金融中心、厦门市帝景苑 6#
楼钢结构工程等近 10项工程中得到应用，对工程中结构构件的承载力与刚度验

算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整体结构选型及结构构件深度优化设计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其中在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的绍兴市梅山江商务楼配套管理

用房项目中，经合理设计后，采用（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 PEC柱结构体系

相比于传统钢结构节省工程造价 380余万元，节省工期 91天，产生显著的经济

效益。

2.2 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及建筑业的不断转型，传统现浇建筑现场作

业面大、工人数量需求高、质量不可控等缺点逐渐显现。而装配式建筑具有生

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对环境影响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等优点，目前在世

界各国广泛使用，我国也不断推进建筑工业化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展装配式

建筑的结构性能，项目组结合装配式建筑与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这一受力与抗震

性能优越的结构形式提出了多种预制装配组合结构体系。

项目组在完成大量试验研究、理论分析与数值建模的同时，多次在国内外

重要会议上作研究相关报告，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者广泛关注，推动了装配式

建筑业的发展。近 5年在国内外重要会议上的部分报告清单如下：

1）中国钢结构协会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分会第十七次学术会议，“自复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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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式混合结构抗震性能研究”，南京，2019.11，大会分会场特邀报告；

2）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Fire

Engineering，“Post-fire behavior of partially precast SRC columns: An experimental

study”，新加坡，2019.6，大会分会场报告；

3）（第三届）土木工程赣江论坛，“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PSRC）结构的

一点进展”，南昌，2019.4，大会主会场特邀报告；

4）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s，“Experimental study on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partially precast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西班牙巴伦西亚，2018.6，大会分会场报告；

5）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Structures in Civil Engineering， “Research on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Partially

Precast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PPSRC) Structures”，西安，2018.5，大会主会

场特邀报告；

6）中国钢结构协会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分会第十六次学术会议，“预制装配

型钢混凝土（PPSRC）结构受力性能试验研究”，北京，2017.11，大会主会场特

邀报告；

7）第五届全国再生混凝土学术交流会，“预制装配型钢再生混凝土结构与

PSRC叠合梁受力行为研究”，西安，2016.12，大会主会场报告；

8）第二届全国建筑与工程结构工业化建造技术交流会，“预制装配型钢混凝

土（PSRC）结构体系探索与实践”，上海，2016.11，大会主会场报告；

9）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结构分会 2016年年会暨第二十四届全国高层建筑结

构学术交流会，“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PSRC）梁受力性能试验研究”，苏

州，2016.11，大会主会场报告；

10）第十四届结构工程国际研讨会（ISSE-14），“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Partially Precast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PSRC) beams”，北京，2016.10，大会

分会场报告。

此外，项目组已发表 SCI、EI 收录学术论文 95篇，其中 SCI论文 34 篇，

EI论文 61篇，5篇标志性论文被国内外学者他引达 175次，多篇论文受到研究

同行的高度评价；授权发明专利 5件，实用新型专利 52件，软件著作权 1件；

参编国家标准 3部（国标 1部，行标 2部）；在 18个实际工程中得到成果转化

和推广应用；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5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67名。产生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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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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钢管混凝土
框架内置开洞
钢板剪力墙的
性能与设计方
法

中国
ISBN：9
78703052
3228

2017年
06月01日

北京：科学出
版社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先铁
，马尤苏
夫

2 其他

方钢管混凝土
巨型组合框架
地震损伤与倒
塌分析

中国
ISBN：9
78730717
0506

2015年
11月01日

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

东华理工
大学 梁炯丰

3 发明专利
一种构件复合
受扭实验装置
及方法

中国 ZL201310
027848.9

2014年
10月15日 1498968 苏州科技

大学

邵永健
,曹晓罗
，孙宝强

4 发明专利

一种带高性能
混凝土边框的
预制装配型钢
混凝土柱及施
工方法

中国 ZL201410
810524.7

2017年
03月22日 2420699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杨勇，于
云龙，薛
亦聪，郭
亚康，夏
泽宇，马
新堡，张
超瑞

5 发明专利

一种带横向高
强混凝土隔板
的预制装配型
钢混凝土梁及
施工方法

中国 ZL201410
740119.2

2017年
02月01日 2366632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于云龙
，杨勇
，马宁
，郭宇翔
，杨洋
，薛亦聪

6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预制装配型钢
部分包裹混凝
土梁计算软件
V1.0

中国 2019SR10
57130

2018年
09月20日 4477887 东华理工

大学
梁炯丰
，王俭宝

7 论文

Experimental
study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partially
precast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s

中国 2018, 175:
63-75.

2018年
11月15日

Engineering
Structures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Yong
Yang，Yi
cong
Xue，Yu
nlong
Yu，Fen
gqi Gao

8 论文

Seismic
behavior of
Self-Centering
Concrete-
Filled Square
Steel Tubular
(CFST)
Column Base

中国
2019,
156(5):75
-85.

2019年
05月01日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Xiantie
Wang，
Chuando
ng
Xie，Lin
hui
Lin，Jin
Li

9 论文

Study on
behavior of
partially
prefabricated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stub
column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中国 2019, 199:
109630

2019年
11月15日

Engineering
Structures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Yong
Yang，Y
ang
Chen，S
hiqiang
Feng

10 论文

新型PEC柱-
钢梁中节点摩
擦耗能型部分
自复位连接抗
震性能试验研
究

中国
2016,
49(4): 22-
30.

2016年
04月01日 土木工程学报 苏州科技

大学

方有珍
，赵凯
,，陈赟
，杨永龙
，孙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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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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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11月12日 出  生  地 江西吉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7611122913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6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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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07月15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yyhhp2004@163.com 办公电话 18682917798 移动电话 1868291779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13号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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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5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总负责，主持完成整个项目研究。此外负责完成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体系与自复位装配
式混合结构体系的研发与其受力性能、抗震性能的设计方法与理论研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七），2015；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三
），2015；宁波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二），2016；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2017；中
冶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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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有珍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2年03月02日 出  生  地 安徽望江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10319720302109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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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1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Fyz72@mail.usts.edu.cn 办公电话 0512-68093196 移动电话 13915405278

通讯地址 苏州市新区滨河路1701号 邮政编码 215011

工作单位 苏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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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5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PEC柱结构体系的研发与受力性能、抗震性能的设计方法与理论
研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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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铁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9年03月15日 出  生  地 湖南津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3078119790315551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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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wangxiantie@163.com 办公电话 029-82202947 移动电话 1590294296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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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5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结构体系的研发与其受力性能、抗震性能设计方法与理论研
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中冶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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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炯丰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04月06日 出  生  地 广西梧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5242319800406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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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电子邮箱 jiongfeng108@126.com 办公电话 0791-83897821 移动电话 18079128089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广兰大道418号 邮政编码 330013

工作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所 在 地 江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5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预制装配部分外包型钢混凝土（PEC）梁的研发与受力性能设计方法及理论研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9；陕西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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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永健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04月13日 出  生  地 浙江湖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30413127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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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电子邮箱 syjsz@163.com 办公电话 0512-68093196 移动电话 13862015542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1701号 邮政编码 215011

工作单位 苏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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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5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的抗震性能、型钢混凝土构件非线性扭转性能及设计方法理论研
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07；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2010；标准科技创
新奖二等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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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亦聪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2年06月07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9206072819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20年01月10日

技术职称 无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xjdxyc@foxmail.com 办公电话 18710869552 移动电话 1871086955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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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9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柱的抗震性能、型钢混凝土构件的非线性剪切性能与设计方法理论
研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中冶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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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云龙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9年01月26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890126283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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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1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yyllyp@sina.com 办公电话 15829466399 移动电话 1582946639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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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9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梁的受力性能与设计方法理论研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中冶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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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2年09月14日 出  生  地 陕西渭南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2519920914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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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20年01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xauatchenyang@126.com 办公电话 18792634633 移动电话 18792634633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 200444

工作单位 上海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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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9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柱的受力性能与设计方法理论研究。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中冶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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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世强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4年03月28日 出  生  地 山西运城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4082419940328005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无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昆明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fsqxauat@163.com 办公电话 15003592060 移动电话 1500359206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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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9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完成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与设计方法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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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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排　　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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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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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完成了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体系、自复位装配式方钢管混凝土结构体系与自复位装配式
混合结构体系的研发、受力性能与抗震性能设计方法与理论研究，并开展了型钢混凝土构件的粘结滑移性
能与非线性剪切性能的理论建模与精细化数值分析，组织实施了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工程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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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科技大学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陈永平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512-68242298 邮政编码 215009

通讯地址 苏州市虎丘区学府路99号

联  系  人 方有珍 单位电话 0512-68093196 移动电话 13915405278

电子邮箱 Fyz72@mail.usts.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负责完成了自复位装配式新型卷边PEC柱结构体系的研发、受力性能、抗震性能与设计方法理论研究
，并进行了型钢混凝土构件非线性扭转的相关理论研究，组织实施了科研成果的工程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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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理工大学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孙占学 所  在  地 江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791-83879022 邮政编码 330013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广兰大道418号

联  系  人 梁炯丰 单位电话 0791-83897821 移动电话 18079128089

电子邮箱 jiongfeng108@126.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负责完成了部分预制装配PEC梁结构的体系研发、受力性能试验与设计方法研究，并进行了相关的理
论研究，参与科研成果的工程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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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