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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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022Y0248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郁江干流喀斯特地貌邕宁水利枢纽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主要完成人 惠建伟，宋成年，郝龙，段锋，薛晓宏，常运超，姜子麒

主要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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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建筑工程施工 代码 5703510

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交通运输业

任务来源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YF1606SG01B《邕宁水利枢纽工程关键施工技术研究》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4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11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5年6月1日 完成：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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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单位意见
 （适用于单位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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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斯特地貌邕宁水利枢纽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依托邕宁水利拦河枢纽、航运过坝等工程施工实例
，涉及到深水土石围堰、大体积混凝土、机电设备安装等工程。成果通过数值模拟、模型试验、系统仿真
等方法，研究分析了工程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难题，确定了深水条件下导流围堰的型式和施工方法，优化了
复杂体型混凝土模板设计，改进了大体积混凝土模板的快速安装工艺等，提高了施工效率，保障了工程建
设工期和质量。
该成果解决了深水土石围堰填筑、高压旋喷防渗墙、渐变式流道、大体积混凝土、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
吊装、大跨度弧形闸门等施工技术难题，成果关键技术经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查新，在国内外相关
文献中未见明确述及成果查新项目所述技术及工艺相同的报道。相关成果经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成果
整体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成果经中国水利学会专家评审综合得分86.9分。
该成果在方案确定、结构设计、工艺工法以及施工控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施工前和施
工中的预控与安全保障技术对策，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具有独创性、先进性和适用性，在邕宁水利枢
纽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自项目建设以来中央级媒体报道累计32次，其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
3�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同时，该成果及其实践经验可为类似水利枢纽
建设提供有益的施工技术参考，对推动我国水利工程意义重大，该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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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

　　说明：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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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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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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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科学标准计量科普类项目请勾选“二等奖”或者“三等奖”。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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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1、项目所属科学技术领域：水利水电工程

2、主要技术内容

南宁市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郁江干流南宁邕江河段下游青秀区仙葫开发区牛

湾半岛处，上 距老口航运枢纽 74km，下距西津水电站 124Km。邕宁枢纽是一座改

善城市环境、水景观、航运为 主，兼顾水力发电及其他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本

工程按水库库容划分，属大型水库，枢纽工 程等别为Ⅱ等。主要建设内容有：拦河

枢纽、航运船闸及进场交通公路，正常蓄水位 67m，总库 容 7.1 亿 m³，电站装机

容量 57.6MW（6×9.6MW），多年平均发电量 2.206 亿千瓦时，建成后船

闸通航能力为 2000t 级。

成果主要内容：

(1) 深水土石围堰填筑施工技术: 1) 在围堰料场不能按期启用的制约下，根据

现场可能的填料来源数量和特性，研究合理的围堰堰体替代结构和防渗结构型式。

2)针对纵堰轴线位置对应的河床水力特性进行计算和试验研究,解决围堰挡水时段

内施工期束窄河床通航和围堰防冲安全问题。3)根据围堰替代结构型式的布置和特

点，研究围堰的施工进占方式、基坑初期排水和基坑开挖过程中围堰的渗流特性和

稳定性。4)分析一期枯水围堰合龙过程中龙口的水力特性，优选围堰合龙位置，根

据施工条件进行围堰施工过程仿真和动态控制研究。(2)喀斯特地貌拦河枢纽区防渗

灌浆施工技术:①在三管法基础上，研发增加速凝剂管的“四管法”高压旋喷灌浆工

艺和设备。②通过电磁波 CT 探测地基岩溶发育情况，研究粘土铺盖层、双液灌浆等

技术进行闸坝基础岩溶动水堵漏防渗灌浆。(3)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空

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技术:采用 BIM 三维建模仿真、配合比选择与优化、BIM+

有限元等技术解决了流道施工难题。(4)一种使用 2型单管扣的悬臂组合模板快速拼

装技术:研发了一种新型 2型单管扣多卡悬臂组合模板及其快速拼装技术。(5)灯泡

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施工技术:研发一种快速安装工具

及其使用技术进行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裝施工。(6)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

工技术:研制-种支铰座板螺杆精确定位工具，提出--种精确安装技术解决大跨度弧

形闸门安装难题。

3、授权专利情况

授权发明专利 4项：《大跨度弧形闸门安装精度控制方法》ZL201711166270.X，

《一种淤泥河床土石围堰及其施工方法》ZL201711289176.3，《一种淤泥河床组合

围堰及其施工方法》ZL201711288261.8，《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的灯泡头和锥

体吊装方法》ZL202010206636.7；授权实用新型 10 项：《一种组合式门、窗洞口

定型模板装置》ZL201721113263.9、《一种围堰防渗墙施工用高压旋喷桩设备》

ZL201721697552.8 、 《 一 种 弧 形 闸 门 支 承 铰 安 装 螺 栓 焊 接 施 工 结 构 》

ZL201721557509.1、《溢流闸坝弧门支铰牛腿模板支撑架》ZL202020399242.3、《组

合钢模板结构》ZL 202020181547.7、《一种混凝土围堰和土石围堰组合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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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721690529.6”、《一种悬臂组合式钢模板》ZL201721190813.7、《一种渐变

式 流 道 施 工 模 板 装 置 》 ZL202120018372.2 、 《 灯 泡 头 和 锥 体 的 吊 装 》

ZL202020371176.9、《一种构筑溢流堰面的组合模板》实用新型 ZL202020371176.9

软件著作 1 项：《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裂缝检测软件》[简称: IPCW

(Identification Program of Crack Width) ]V1.0；

4、技术经济指标

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一期临时围堰、二期围堰等施工中采用迎水面块石戗堤超前

进占，背水 面土石混合料跟进填筑的方法，实现成本节约 3000 万元;采用了新型

高压旋喷灌浆技术，保证 了成桩质量，节约材料及机械人工费用 300 万元;在发电

厂房流道施工中采用创新技术，在模板、 钢筋、大体积温控等方面实现经济效益

1400 万元;在厂房及闸墩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使用的一种应用 2 型单管扣及面板

组合系统的悬臂组合式钢模板，提高了模板的周转速度和使用寿命， 节约了资金

500 万元。采用研究成果关键技术在邕宁水利拦河枢纽工程中，实现经济效益约

5200 万元人民币。

5、促进行业科技进步作用

通过在郁江干流喀斯特地貌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中应用深水土石围堰双向进占填

筑施工技 术、喀斯特地貌拦河枢纽区防渗灌浆施工技术、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

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 型渐变式流道施工技术、大体积混凝土新型快速拼装组合钢模

板施工技术等关键技术，解决了 深水土石围堰填筑、高压旋喷防渗墙、渐变式流道、

大体积混凝土等施工技术难题，降低了成本， 加快了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优良。

6、应用推广情况

该成果在邕宁水利拦河枢纽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实现经济效益 5200 万元，

施工中多次获得水利部专家组、广西自治区水利厅、质量监督主管部门及项目业主、

监理的一致好评。自项 目建设以来中央级媒体报道累计 32 次，其中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报道 3 次，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同时，该

成果及其实践经验可为类似水利枢纽建设提供有 益的施工技术参考，对推动我国水

利工程意义重大，该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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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一、详细技术内容（包括总体思路、主要原理、技术特点、成果构成、国内

外同类水平比较、 实施效果等）：

1.总体思路

在围堰料场不能按期启用的制约下，根据现场可能的填料来源数量和特性，

研究合理的围堰堰体替代结构和防渗结构型式；提出“高压旋喷 3+1 灌浆工艺”

即在原有浆、气、水三管的基础上增加一条速凝剂管，解决喀斯特地貌深水土石

围堰防渗效果差的问题；采用曲面桁架渐变式组合钢模板解决流道模板加工难题，

提高模板加工精度；采用掺加抗裂硅质防水剂混凝土结合多种温控防裂技术进行

流道混凝土浇筑，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抗冻抗渗性能；基于“BIM+”技术在发电厂

房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中的应用；通过研究一种新型多卡悬臂钢模板及

其快速拼装技术，有效改善传统多卡模板缺点；研发安装工具，发明新技术解决

金属结构与机电设备安装难题。

2. 主要原理

（1）采用三维数值模拟、物理模型试验等方法，研究喀斯特地貌深水土石围堰施

工及运用时段束窄河床水流变化规律，优化围堰型式及合龙位置，提出围堰填筑

施工方法。（2）将速凝剂管路直接集成至高压旋喷管路内部，通过单向阀及给浆

压力控制速凝剂给料量，结合将自动化制浆等功能整合到高压旋喷灌浆自动记录

系统中。通过电磁波 CT 探测地基岩溶发育情况，采用粘土铺盖层与灌浆堵漏技

术结合，确保堵漏效果。（3）基于 Solidworks 软件三维建模仿真的渐变曲面桁

架组合钢模板，结合 BIM 三维建模配筋、掺 JX-IIIw 抗裂硅质防水剂掺合料的

大体积混凝土配合比技术，解决流道施工难题。 （4）采用 2 型单管扣将面板系

统与若干个横背肋紧扣在一起，实现大体积混凝土模板快速安装。（5）采用由底

部支撑架、中间支架及两侧端支架组装，配合使用便捷移动装置的快速安装工具

及其使用方法，解决机电设备安装难题。（6）研制一种支铰座板螺杆精确定位工

具，提出一种精确安装技术解决大跨度弧形闸门安全难题。

3. 技术特点

创新点 1：采用三维数值模拟、物理模型试验等方法，研究喀斯特地貌深水

土石围堰施工及运 用时段束窄河床水流变化规律，确定“单块石戗堤及含砾粘土

体组合围堰”的替代结构型式并优化 了合龙位置，提出了迎水面块石戗堤超前进

占、背水面含砾粘土料跟进填筑的施工方法，解决了喀 斯特地貌深水土石围堰合

龙难题。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水利工程

【旁证材料】：鉴定证书（其他附件 2.1）、科技查新报告（其他附件 2.2）、

专利（必备附件 1）、论文（其他附件 2.3）、科技成果奖（其他附件 2.3）

技术特点：1）一期临时土石围堰结构调整：提出了两种围堰结构型式，运用

施工运输系统仿真和技术经济原理进行了比选，结果表明采用单块石戗堤及含砾

粘土体组合围堰方案是较优的方案。 2）单块石戗堤及含砾粘土体组合围堰防渗

结构： 从围堰渗流过程、围堰抗滑稳定等角度分析，确定设立高压旋喷混凝土防

渗墙是必要的。 3）单块石戗堤及含砾粘土体组合围堰轴线位置优选：采用三维

数值模拟和水工模型试验的方法，研究了不同纵堰轴线布置下的束窄河床水流特

性，确定了纵堰轴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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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块石戗堤及含砾粘土体组合围堰堰体施工：提出了“块石戗堤先行，含

砾粘土跟进”的新型进占方法，基于流固耦合理论，考虑非饱和含砾粘土渗流正

交各向异性等条件，运用有限元软件对围堰进行了模拟，分析了采用不同的含砾

粘土跟进距离时围堰的塑性区发展规律以及特征点变形特征，给出了不同工况下

的边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5）“块石戗堤先行，含砾粘土跟进”填筑施工技术：

①精准控制，动态调控，进行水下地形超前测控。②节约填料，堰体结构稳定，

施工期不断航。 ③填筑进度快，填筑过程安全，可操作性强。 6）围堰合龙位置

优选：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设计流量下纵堰中部合龙、靠纵堰上游合龙和

靠纵堰下游合龙时龙口的水流特性，优化了合龙位置。 7）围堰施工过程仿真：

采用循环网络技术建立了围堰施工运输系统仿真模型，开发了仿真计算程序，对

填筑方案进行了仿真计算，对设备及卸料点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并对优选方案进

行了 BIM 可视化。

创新点 2：在“三管法”的基础上，采用增加速凝剂管的“四管法”高压旋

喷灌浆工艺，将自动化制浆（自动上料、称量、搅拌）等功能整合到高压旋喷灌

浆自动记录系统中，并成功应用在喀 斯特地貌不均匀土石料填筑的深水围堰防渗

墙施工中。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水利工程

【旁证材料】：鉴定证书（其他附件 2.1）、科技查新报告（其他附件 2.2）、

专利（必备附件 1）、论文（其他附件 2.3）、科技成果奖（其他附件 2.3）

技术特点：1）布置灵活，节约成本：采用移动式宽体柱状散装水泥罐，可快

速在围堰顶布置，减少袋装水泥在现场的浪费；2） 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采

用自动上料、称量、制浆系统控制浆液拌和质量，提高了浆液比重的稳定性和供

浆的连续性； 3） 施工参数精准，质量可靠：采用高喷灌浆自动记录仪采集灌浆

参数，将提升、旋转速度、压力、流量等参数集成采集监控，通过适时调整；4）

成孔迅速，减少设备投入：采用新型全液压旋转冲击式钻机成孔，大大提高了施

工效率，保证了成孔质量；6） 特殊情况处理可靠：创造性的提出了“高压旋喷

四管法灌浆工艺”通过水泥浆液与速凝剂在喷射管口位置的混合速凝，解决了溶

沟溶槽及空腔内流动水问题。

创新点 3：基于 Solidworks 软件三维建模仿真的渐变曲面桁架组合钢模板，

结合 BIM 三维建模 配筋、掺 JX-IIIw 抗裂硅质防水剂掺合料的大体积混凝土配

合比技术在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中的

应用。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水利工程

【旁证材料】：鉴定证书（其他附件 2.1）、科技查新报告（其他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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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必备附件 1）、论文（其他附件 2.3）、科技成果奖（其他附件 2.3）

技术特点：1）模板加工精度高，周转周期短，安装施工便捷。应用 Solidworks

软件三维建模仿真设计制造曲面桁架组合钢模板，加工周期短、使用简单，解决

了曲面测量及分段展开放样的难题。2）实现复杂结构钢筋可视化、 参数化精准

翻样。通过 BIM 三维建模配筋技术将复杂异形部位的钢筋逐根建立模型，并结合

分层分块划分单元，细化钢筋搭接，快速计算钢筋消耗用量，形成实际加工需要

的下料单,指导钢筋安装达到准确、快速、高效的效果。

3）混凝土施工速度快，抗渗防裂效果好，外观、实体质量优良。将 JX-Ⅲw 抗

裂硅质防水剂-高性能混凝土沸石防水掺合料应用到灯泡贯流式机组流道大体积

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中，有效的抑制了温度裂缝的产生,解决了流道大体积混凝土

施工难题。4）BIM+有限元分析技术：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结合 BIM 模型对大体

积砼温度场应力进行仿真计算分析，优化分层分块划分、冷却管布设等，降低温

度对结构质量的影响。

创新点 4：一种采用 2 型单管扣的多卡悬臂组合模板及其快速拼装技术在水

利枢纽大体积混凝 土施工中的应用。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水利工程

【旁证材料】：鉴定证书（其他附件 2.1）、科技查新报告（其他附件 2.2）、

专利（必备附件 1）、论文（其他附件 2.3）、科技成果奖（其他附件 2.3）

技术特点：1）模块化安装、便于更换：定型组合面板与横背肋用单管扣连接，

横背肋与竖背肋采用勾头螺栓连接而成，便于安装、更换。2）通用性强：将定型

组合面板引入悬臂组合模板系统，同时可重复利用到其他模板系统中，降低生产

成本。3）操作安全、适应性强：模板系统设置有上、中、下 3 组操作平台，可

保证施工安全；角度调节系统可实现面板系统与三角形悬臂支架系统中不同角度

要求，方便拆装模。

创新点 5：采用由底部支撑架、中间支架及两侧端支架组装，配合使用型钢

轨道及滚动转载的 快速安装工具及其使用方法，在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灯泡

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施工中的应 用。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水利工程

【旁证材料】：鉴定证书（其他附件 2.1）、科技查新报告（其他附件 2.2）、

专利（必备附件 1）、论文（其他附件 2.3）、科技成果奖（其他附件 2.3）

技术特点：1）组装灵活，通用性强：吊装工具包括轨道组件及安装工具组件，所

述轨道组件及安装工具组件用于吊装锥体及灯泡头；轨道组件包括轨道及滚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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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安装工具组件包括底部支撑架、中间支架及两侧端支架，两侧端支架由两个

侧端支架组成。2）结构稳定，实现精确快速定位：①中间支架包括包括锥体支撑

肋板、灯泡头支撑肋板、基础架、弧形连接件及挡板。灯泡头支撑肋板的上游端

翼板向上游侧伸出 200mm，翼板的曲率与灯泡头的曲率相同，翼板中间设有 U 形

限位槽，用于与灯泡头底部的定位板连接。②锥体支撑肋板的中间肋板的两侧开

孔位置均焊接有横背楞，横背楞由双道槽钢、垫片组成，中间肋板的两侧的横背

楞均与两个侧端支架通过对拉杆连接。所述中间肋板垂直于底部支撑架，两侧端

肋板均向中间肋板倾斜，并指向组合体的轴心。③侧端支架由支撑架、法兰板、

支撑连接件及斜向连接件组成。

3）工艺简单，可操作性强：安装轨道并进行安装工具的组装→将锥体与灯泡头进

行吊装，并将锥体与灯泡头组装，以形成组合体→将组合体移往流道上游，并将

转子及定子进行吊装→将组合体移往流道下游，并将组合体与定子进行连接。

创新点 6：采用一种箱形模具对支铰座板螺杆进行精确定位，利用琴钢线形

成支铰平行线调整 支铰装置固定端座轴孔倾斜度，门叶背水面宽度方向布置型

钢，采用支撑铁块进行临时支撑，结合 楔形块精调，在拦河坝工程大跨度弧形闸

门精确安装中的应用。

【所属学科分类名称】：水利工程

【旁证材料】：鉴定证书（其他附件 2.1）、科技查新报告（其他附件 2.2）、

专利（必备附件 1）、论文（其他附件 2.3）、科技成果奖（其他附件 2.3）

1）测量精度高：施工准备阶段建立一套精确的坐标体系，多种测设方法相结合，

进行底槛、侧轨、孔口、支铰等安装基准测量和放样。2）安装精度高，可 操作

性强：在大跨度弧形闸门的安装过程中，通过箱型模具、琴钢线、分节安装等方

法对轨道安装、支铰安装、门叶安装和水封安装的精度进行精确控制。3）门叶焊

缝变形小，安装质量高、成本低：闸门焊接总体遵循“由下至上， 先内后外，先

隔板边梁后面板，先门叶后支臂，力求对称、均匀”的原则和顺序，从焊接热输

入量、 焊道层数、焊接顺序等方面进行门叶焊接变形控制；门叶分节安装中，利

用支撑铁块作为门叶临时 支撑与调整辅助，降低成本，方便简单。

4. 国内外同类水平比较
对比内容 国内外同类技术

单块石戗堤及含砾粘土

体组合围堰”及填筑技术

1）围堰工程复合土工膜和砾质粘土组合防渗施工方法 2）反向粘土斜心墙防渗围堰结

构及施工方法 3）土石坝坝坡上块石、厚塑料布及袋装粘土围堰施工方法、粘土心墙

土石围堰的闭气方法介绍；4）土石围堰渗水处理结构及施工方法，与查新项目所述单

块石戗堤及含砾粘土体组合围堰结构不同，未见明确述及该成果所述技术。

喀斯特地貌拦河枢纽区 1）围堰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研究；2）西南深厚覆盖层中的高喷防渗，采用二管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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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灌浆施工技术 压旋喷防渗墙；3）高压旋喷桩和复合土工膜的组合防渗型围堰；4）拦河坝改造永临

结构，包括若干高压旋喷桩形成的高喷防渗墙、若干并列布置的密排灌注桩和围堰体。

未见明确述及该成果关键技术。

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

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

型渐变式流道施工技术

1）对比文献述及：SolidWorks 软件在高层项目设计、特大桥菱形挂篮、网筒超高层

混凝土交叉柱施工、多曲线花瓶墩 3D 建模优化及模板空间受力分析中的应用、掺抗

裂硅质防水剂在大体积混凝土中的应用、地下车库及地下车站采用 JX 抗裂硅质防水

剂刚性防水技术替代统柔性卷材等，未见明确述及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技术。2）国内外有关于有限元在水电站厂房应力分析中

的应用方面的报道，但均未结合基于 Revit 的 BIM 模型，也未对拦河坝进行分析。

有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结合 Revit 软件进行三维参数化建模，应用于水利枢纽工程方

面的报道，但其是用于钢岔管三维参数化设计，而非优化大体积砼施工分层分块划分

提高大体积混凝土温控质量，对比文献与成果 BIM+有限元分析技术不同。

一种使用 2 型单管扣的 悬臂

组合模板快速拼装技术

1）水库输水洞工程中多卡悬臂模板的应用，施工工艺包括模板悬挂完成后，通过旋紧

锚固装置并敲击纵向围檩背部与主操作平台之间的三角楔铁将模板下沿与底层施工缝

表面顶紧；再通过背部可调轴杆调整 模板的垂直度；使其上口与设计边线重合。模板

定位加固完成后，在面板表面均匀涂刷脱模剂；将螺栓定位锥及预埋锚筋焊接在仓位

内主筋上加以固定；2）多卡悬臂模板在三峡永久船闸工程中的应用；3） 大体积混凝

土结构用悬臂支架体系；4）竹木结构胶合板与型钢组合的 模板装置等。未见明确述

及该成果关键技术。

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

组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

速吊装施工技术

大型灯泡贯流式机组水轮发电机灯泡头安装小车、泡贯流式水轮

发电机组辅机的安装方法、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工艺等。其中 灯泡头的安装，

转子吊装前，先将灯泡头运吊入流道，在灯泡头靠近 发电机支墩时，可以用固定在中

墩上的手拉葫芦往上游方向拉，使灯 泡头移动到支墩上游侧，准备好定子后，然后再

吊起灯泡并使其与定 子组合，桥机松钩时要用千斤顶将定子顶起来，让定子保持未与

灯泡 头连接之前的状态。对比技术与查新项目所述技术不同。

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

装施工技术

1）针对大跨度弧形闸门支铰安装创新点，对比文献专利《一种带

开度传感器的弧形闸门支较及装配定位方法》CN107130567A、专利《一种辅助弧形闸

门支铰安装装置及安装方法》CN105369782A、专利《采用球形轴承的弧形闸门支铰》

CN202371006U 等，对比文献与该成果研究的支铰精确安装方法不同。2）针对大跨度

弧形闸门门叶精确安装创新点，对比文献专利《一种大型护镜门分片安装方法》

CN103469771A、专 利 《一种闸孔过流状态下弧形闸门水上安装施工方法》

CN102758422A、文献专利《一种大型表孔弧形闸门门叶焊接方法》 CN105081519A 等，

对比文献与该成果研究的闸门门叶精确安装方法不同。

5.推广应用范围及实施效果

①深水土石围堰填筑施工技术适用于水深大于 18m、流速大于 1.5m/s 的深水

土石围堰填筑，同 时适用于受填料限制、工期紧、受通航影响等不利因素影响的

深水土石围堰填筑。②深水土石围堰新型高压旋喷防渗施工技术适用于水利工程

中水深在 21m 以下的深水土石围堰防渗工程和具有丰富地下水的地基加固处理，

还适用于卡斯特地貌中岩溶填充物的加固硬化及已有坝体坝基、围堰体渗漏水的

堵漏处理。③流道施工技术在发电厂房渐变式、流线型、喇叭口的空间几何曲面

异形结构 流道施工中，优点突出，效果明显，同时适用于其他空间多变异形曲面

钢筋混凝土结构，该技术适用范围较广；④一种使用 2型单管扣的悬臂组合模板

快速拼装技术适用于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分层分块较多的平面结构，尤其适用于

高度较大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⑤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施工技术适用于灯

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灯泡头和锥体安装，同时适用于其他类似结构的安装工程；

⑥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技术在大跨度斜支臂式弧形工作闸门的安装中，

优点突出，效果明 显，同时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弧形闸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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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通过在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中应用引入 Solidworks 软件三维建模仿真技术、空

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技术、大直径管型座安装施工技术、灯泡贯流式水轮发

电机组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施工技术等成套综合技术解决了渐变式流道、大

直径管型座安装、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等技术难题，降低了成本，加快了施

工进度，工程质量优良。但还存在以下局限性：

（1）该项目对施工过程进行三维建模仿真设计，保证了精确制造曲面桁架组

合钢模板，但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异形钢结构工程会越来越多，因此还需进行进一

步优化软件设计使之更加便捷易用。

（2）采用由底部支撑架、中间支架及两侧端支架组装，配合使用型钢轨道及

滚动转载的快速安装工具及其使用方法，之后应该在智能化吊装监测方面做出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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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郁江干流喀斯特地貌邕宁水利枢纽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通过数值

模拟、模型试验、系统仿 真等方法，研究分析了工程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确定了深水条件下导流围堰的型式和施工方法， 优化了复杂体型混凝土模板设

计，改进了大体积混凝土模板的快速安装工艺等，提高了施工效率，保 障了工

程建设工期和质量。

该成果通过邕宁水利拦河枢纽、航运过坝等工程施工实例，研究郁江干流

邕江河段喀斯特地貌绿 色拦河枢纽建设关键技术，涉及到深水土石围堰、大体

积混凝土、机电设备安装等工程，多项关键技术 得到成功应用，使项目整体管

理水平得到提升，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安全等方面得到综合管控，积 累了

丰富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经验。随着邕宁拦河枢纽工程的持续推进，邕江两岸

已打造多条秀美景观 带，千年河道两岸正展露新颜。并且随着通航能力的提高，

2000 吨级船舶可以进入城区，带动黄金水 道发展；邕江是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拦河枢纽建设完成后邕江河面宽敞，水流平缓，水 位变化幅度

不大，十分有利于航运，对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该成果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1）主要创新点：1）通过深水土石围堰施工及运用时段束窄河床水流变化影

响的研究，确定了“单块石戗堤及含砾粘土体组合围堰”的型式，提出了迎水

面块石戗堤超前进占、背水面含砾粘土料 跟进填筑的施工方法，解决了深水土

石围堰的合龙难题。2）提出了增加速凝剂管的“四管法”高压旋 喷灌浆工艺，

将自动化制浆（自动上料、称量、搅拌）等功能整合到高压旋喷灌浆自动记录

系统中，并 成功应用于不均匀土石料填筑的深水围堰防渗墙施工，解决了土石

围堰内溶沟溶槽和空腔内防滲效果 差的问题。研发了自动化制浆及高压旋喷灌

浆自动控制系统，提高了浆液比重的稳定性和供浆的连续 性，实现了高压旋喷

漄浆施工参数智能化控制。3）通过渐变曲面桁架组合钢模板的三维建模仿真，

结 合 BIM 三维建模配筋、掺 JX-IIIw 抗裂硅质防水剂掺合料的大体积混凝土配

合比技术，解决了发电厂 房灯泡水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难

题。4）研发了一种采用 2 型单管扣的多卡悬臂组 合模板及其快速拼装技术，

应用于水利枢纽大体积混凝土施工。5）改进了安装支架，配合使用型钢轨 道

及滚动转载的快速安装工具，实现了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灯泡头和锥体精

确快速吊装施工。6） 研制了一种箱形模具，实现了对支铰座板螺杆精确定位，

并在泄水闸大跨度弧形闸门安装中应用。

（2）科技成果评审意见：2021 年 5 月 28 日，经中国水利学会科学技术评价，

得分 86.9 分，取得 了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3）科技查新情况：在 2021 年 5 月委托“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对《郁

江干流喀斯特地 貌邕宁水利枢纽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关键技术进行

国内外查新：在国内外相关文献未见明确 述及在拦河枢纽工程中综合采用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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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述技术的报道。

（4） 应用评价：该成果在方案确定、结构设计、工艺工法以及施工控制等方

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 研究，提出了施工前和施工中的预控与安全保障技术对

策，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具有独创性、先进 性和适用性，经中国水利学会

成果鉴定得分 86.9 分。截止目前，研究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 21 篇，授 权国家

发明专利 4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软件著作权 1项，获批省部级工法 7

部，获各级科技奖 10 项，培养研究生 5名。在邕宁水利拦河枢纽、航运过坝等

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在邕宁水利拦河 枢纽工程中，实现经济效益约 6090 万

元。在邕宁水利枢纽船闸及航运过坝工程施工中实现成本节约 4200 万元，共计

实现经济效益 10290 万元。施工中多次获得水利部专家组、广西自治区水利厅、

质量监督 主管部门及项目业主、监理的一致好评。自项目建设以来中央级媒体

报道累计 32 次，其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 3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同时，该成果及其实践经 验可为类似水利枢纽建

设提供有益的施工技术参考，对推动我国水利工程意义重大，该科研成果具有

极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5） 主要获奖情况：1）《邕宁水利枢纽深水土石围堰关键施工技术研究》中

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 2019 年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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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工

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3）《邕宁水利枢纽深水土石围堰关键施工技术

研究》获 2019 年陕西省土木学会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4）《BIM 技术在邕宁水

利枢纽工程中的应用与研究》获得 2019 年第一届广西勘察设计协会 BIM 技术应

用大赛综合类一等奖、2020 年中国勘 察设计协会 BIM 大赛三类成果；5）《邕宁

水利枢纽发电厂房及过鱼工程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 2020 年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建设工程科技进步特等奖；6）《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获 2020 年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二等奖；7）《邕宁水利枢纽发电厂房及过

鱼工程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 2021 年陕西省建设工程科技进步特等奖；8）《邕

宁水利枢纽发电厂房及过鱼工程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 2021 年中国铁建股份公

司科技进步二等奖；9）《邕宁水利枢纽溢流闸坝工程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陕

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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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南宁市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郁江干流南宁邕江河段下游青秀区仙葫开

发区牛湾半岛处，上 距老口航运枢纽 74km，下距西津水电站 124Km。邕宁枢

纽是- -座改善城市环境、水景观、航运 为主，兼顾水力发电及其他的综合性

水利枢纽工程。本工程按水库库容划分，属大型水库，枢纽 工程等别为 II 等。

主要建设内容有:拦河枢纽、航运船闸及进场交通公路，正常蓄水位 67m，总 库

容 7. 1 亿 m’，电站装机容量 57. 6NW (6X9. 6MW)，多年平均发电量 2.206

亿千瓦时，建成后船闸通航能力为 2000t 级。拦河枢纽处于南宁市青秀区仙

葫组团东片区和邕宁区蒲庙片区之间邕江上反“S”型河段的中段，东接仙葫

组团东片区规划范围内的牛湾半岛， 西连浦庙镇中心片区规划范围内的仁福

半岛。枢纽布置沿坝轴线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岸重力接头坝段，左岸九孔泄水

闸坝、纵向砼导墙、右岸四孔泄水闸坝;右岸发电厂房，右岸重力接头坝，右

岸连接土坝;仿生态式鱼道，以及近坝左、右两岸岸区护岸护坡，右岸仁福半

岛长江坡设置的一座混凝土非溢流重力副坝等工程。通过邕宁水利拦河枢纽发

电厂房、十三孔溢流闸坝等工程施工实例，研究郁江千流邕江河段喀斯特地貌

绿色拦河枢纽建设关键技术，涉及到深水土石围堰、大体积混凝土等工程，多

项关键技术得到成功应用，使项目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提升，项目成本、进度、

质量、安全等方面得到综合管控，积累了丰富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经验，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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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旅游

发展有限

公司

喀斯特地貌邕

宁水利枢纽建

设关键技术

邕宁水利

拦河 枢

纽工程，

枢纽等别

为Ⅱ等

2015.6-2018.10
张家东

19968385055

2

南宁旅游

发展有限

公司

喀斯特地貌邕

宁水利枢纽建

设关键技术

邕宁水利

船闸及航

运过坝工

程，2000t

单级闸，

Ⅱ级航道

2016.10-2018.5
李小龙

1871667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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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1）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一期临时围堰、二期围堰等施工中采用迎水面块石戗堤超前进

占，背水面土石混合料跟进填筑的方法，加快了施工进度；利用工程区域内现有的

非理想填料填筑，避免外借填料，即保证了围堰结构稳定，实现成本节约 3000 万

元。

2）在一期临时围堰、二期围堰等高压旋喷防渗墙施工中，采用了新型高压旋喷灌浆

技术实现了灌浆过程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避免了人工操作误差，极大的节约

了水泥用量，保证了成桩质量，节约材料及机械人工费用 300 万元。

3）将 JX-Ⅲw 抗裂硅质防水剂-高性能混凝土沸石防水掺合料应用到灯泡贯流式机

组流道大体积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中，节约材料费人工费 500 万元；通过三维建模

配筋及数字仿真技术在水利枢纽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机组流道等复杂异形部位施工

中的应用实现费用节约 500 万元人民币；邕宁水利枢纽灯泡贯流式机组流道应用

Solidworks 软件三维建模仿真设计制造曲面桁架组合钢模板替代传统的木模板，节

约人工费材料等费用 400 万元。

4）在厂房及闸墩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使用的一种应用 2 型单管扣及面板组合系统

的悬臂组合式钢模板，提高了模板的周转速度和使用寿命，节约了资金 500 万元。

5）采用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施工技术，6 台水轮发

电机组锥体及灯泡头吊装施工工期提前 15 天，实现成本节约 200 万元。

6）弧形闸门安装中，轨道采用分节埋设方式，使用高精度经纬仪与吊线配合测量调

整，比原计划提前了 20 天，节约费用 200 万元；支铰座板与螺杆分体埋设安装，

提高了安装精度，节约费用 10 万元；支铰装置整体吊装并一次完成，节约费用 30

万元；门叶分节安装中，比原计划提前了 26 天，节约费用 300 万元。在溢流闸坝

弧门支铰牛腿施工中，工期提前 15 天，避免了钢管脚手架搭设，节约费用 150 万

元。

以上技术在南宁市邕宁水利拦河枢纽工程中应用实现经济效益共计 6090 万元

人民币。

在邕宁水利枢纽船闸及航运过坝工程施工中应用该成果：

1）在围堰施工中采用迎水面块石戗堤超前进占，背水面土石混合料跟进填筑的方法，

加快了施工进度实现成本节约 2000 万元。

2）在围堰高压旋喷防渗墙施工中，采用了新型高压旋喷灌浆技术实现了灌浆过程机

械化、自动化、数字化，避免了人工操作误差，极大的节约了水泥用量，保证了成

桩质量，节约材料及机械人工费用 200 万元。

3）将 JX-Ⅲw 抗裂硅质防水剂-高性能混凝土沸石防水掺合料应用到大体积混凝土

的配合比设计中，节约材料费人工费 600 万元；通过三维建模配筋及数字仿真技术

在钢筋加工

安装施工中的应用实现费用节约 500 万元人民币。

4）在航运过坝工程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采用的一种应用 2型单管扣及面板组合系统

的悬臂组合式钢模板，提高了模板的周转速度和使用寿命，节约了资金 800 万元。

5）在人字门安装施工中应用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中的关键技术，节约费用 100 万

元。以上技术在邕宁水利枢纽船闸及航运过坝工程中应用实现经济效益共计 4200 万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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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效益

施工中多次获得水利部专家组、广西自治区水利厅、质量监督主管部门及项目

业主、监理的一致好评。 2016 年 9 月，邕宁水利枢纽工程在水利部组织的全国水

利建设项目质量检查中进入前 10 强，广西地区排名第一，被自治区水利厅列为样

板工程、A 级管理项目，并被南宁市水利局、自治区水利厅通报表扬。2016 年 11 月

顺利通过水利部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认证考核。2016 年 9 月、 2018 年 11 月项

目分别被评为广西水利建设文明工地和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荣誉称号。2018 年

项目部荣获陕西省第十一届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荣誉称号。自项目建设以来中央级

媒体报道累计 32 次，其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 3 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社会反响强烈，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

（3）环境效益

通过研究该成果推动了郁江干流邕江河段喀斯特地貌绿色拦河枢纽建设技术创

新。实现了

方案比选优化、降低风险、加快进度、节约成本、精细化管理等目标。采用该成果

关键技术施工，工艺可操作性强，施工便捷，材料消耗小，明显减少了固体废弃物

及施工噪音，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能够对施工产生的粉尘、污水等排放进行有效控

制，具有较好的节能和环保效益。

经济效益情况表

序号 应用单位名称
产生效益

（万）
应用起止时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电话

1
南宁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6090

2015.6-2018.

10

张家东

1996838505

5

2
南宁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4200

2016.10-2018

.5

李小龙

187166725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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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限10条）
  

序号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1 发明专利
大跨度弧形闸
门安装精度控
制方法

中国 ZL201711
166270.X

2019年
06月04日 第33989851号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惠建伟;
皇新波;
宋成年;
张禄; 郝
龙; 李涛;
石岩; 李
重元; 董
珂; 欧甫

2 发明专利
一种淤泥河床
土石围堰及其
施工方法

中国 ZL201711
289176.3

2019年
09月10日 第3521406  号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惠建伟
；宋成年
；皇新波
；李新亮
；欧甫

3 发明专利
一种淤泥河床
组合围堰及其
施工方法

中国 ZL201711
288261.8

2019年
09月10日 第3523459  号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惠建伟
；宋成年
；皇新波
；李新亮
；欧甫

4 发明专利

灯泡贯流式水
轮发电机组的
灯泡头和锥体
吊装方法

中国 ZL202010
206636.7

2021年
12月17日 第4856289 号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郝龙；常
运超；惠
建伟；宋
成年；姜
子麒；孙
烨；马雄
；田鹏
；杨宝林
；薛晓宏

5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基于数字图像
处理技术的裂
缝检测软件
[简称: IPCW
(Identification
Program of
Crack Width)
] V1.0

中国 2020SR01
96846

2020年
03月02日 05383486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惠建伟
；李瑛
；傅少君
；胡国飞

6 其他
深水土石围堰
双向进占填筑
施工工法

中国
中水协
[2020]35
号

2020年
11月05日

SDGF3055-
2020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惠建伟
；段锋
；宋成
年；郝龙
；姜子麒

7 其他

深水土石围堰
新型高 压旋
喷防渗墙施工
工法

中国
中水协
[2018]14
号

2018年
09月07日

SDGF1102-
2018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惠建伟
；皇新波
；宋  成
年；马雄
；郝龙

8 其他
2 模板施工工
法 型单管扣
多卡悬臂

中国
陕建发
[2018]201
3  号

2018年
11月27日

SXSJGF2018 -
124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宋成年、
惠建伟、
皇  新波
、郝 龙
、李  涛

9 论文

块石戗堤先行
进占施工的土
石围堰稳定性
研究

中国 2021年第
3期

2021年
03月03日

中国农村水利
水电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惠建伟
，李季
，段锋
，袁浩然
，贺昌海

10 论文

基坑不同水位
降速下土石围
堰松散粘质边
坡渗流特性与
开挖稳定性研
究

中国
2021年第
39卷第
2期

2021年
02月01日 水电能源科学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六工程有
限公司

宋成年
，邓洋
，刘德兵
，贺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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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无争议且为本项目独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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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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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惠建伟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年08月14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西安市蓝
田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2219840918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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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176217969@qq.com 办公电话 18682979631 移动电话 1868297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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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经理

二级单位 邕宁水利项目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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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05日　至 2018年10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技术研究与现场实施,参与研究了深水土石围堰填筑施工技术、喀斯特地貌防滲
灌浆施工技术、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技术、一
种使用2型单管扣的悬臂组合模板快速拼装技术、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技术等,
研究成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截止目前,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8项，获得省部级工法7部，获各级科技奖5项。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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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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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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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成年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7年08月04日 出  生  地 甘肃省秦安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010319770804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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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1999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程试验

电子邮箱 1019628297@qq.com 办公电话 18665121399 移动电话 1866512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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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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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05日　至 2018年10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总体负责方案制定及施工组织协调工作，参与研究了深水土石围堰填筑施工技术、喀
斯特地貌防渗灌浆施工技术、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
施工技术、一种使用2型单管扣的悬臂组合模板快速拼装技术、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施工技术、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技术等，研究成果具
有独创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截止目前，参与研究了论文数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8项，获得省部级工法7部，获各级
科技奖5项，研究成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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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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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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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龙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3月28日 出  生  地
河南省郑州市荥
阳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101831985032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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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353767804@qq.com 办公电话 18691987762 移动电话 1869198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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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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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05日　至 2018年10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技术研究与总结提炼,参与研究了深水土石围堰填筑施工技术、喀斯特地貌防滲
灌浆施工技术、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技术、一
种使用2型单管扣的悬臂组合模板快速拼装技术、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灯泡头和锥体
精确快速吊装施工技术、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技术等,在方案制定、工艺工法以
及施工控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提出了多项关键技术,并取得了多项原创
性成果。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截止目前，论文独著3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8项，获得省部级工法7部,获各级科
技奖5项。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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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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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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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2月08日 出  生  地 陕西咸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251978020809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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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84917668@qq.com 办公电话 1862934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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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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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05日　至 2018年10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项目总体方案的制定、协调与技术研究。借助公司力量，充分动用社会资源，对
重点科技问题及创新点把握方向，对关键施工技术提出依据。参与课题的决策、立项，方
案的制定、优化、审核。结合项目实际，倡导项目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大力推进“四新”技术的推广和实施。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深水土石围堰新型高压旋喷防渗墙施工工法》获2018年中国水利协会部级工法;《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
工工法》获2018年中国水利协会部级工法;《邕宁水利枢纽发电厂 房及过鱼工程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2020年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陕西建设工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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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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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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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晓宏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年12月26日 出  生  地 陕西蒲城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2619811226371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专科 最高学位 其它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房屋建筑工程

电子邮箱 609141260@qq.com 办公电话 18991375106 移动电话 1899137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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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副总工程师
兼科技创新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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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05日　至 2018年10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加课题的立项和研究，对重难点方案进行多次研究;采用三维数值模拟、物理模型
试验等方法，研究喀斯特地貌深水土石围堰施工及运用时段束窄河床水流变化规律，共同
确定结构型式并优化了合龙位置，解决了喀斯特地貌深水土石围堰合龙难题。参与高压旋
喷灌浆研究，在“三管法”的基础上，采用增加速凝剂管的“四管法”高压旋喷灌桨工艺,
将自动化制浆(自动上料、称量、搅拌)等功能整合到高压旋喷灌浆自动记录系统中，并成
功应用在喀斯特地貌不均匀土石料填筑的深水围堰防渗墙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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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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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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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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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1月18日 出  生  地 陕西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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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860459820@qq.com 办公电话 15191816001 移动电话 151918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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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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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05日　至 2018年10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加课题的立项和研究，对重难点方案进行研究攻关。设计.上采用三维有限元法计算方法，模拟混凝土
结构施工过程进行温度场和徐变应力场数值仿真计算，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温度场和应力场的仿真分析
，对自然入仓浇筑、控制浇筑温度和通水冷却措施进行详细研究，对温度应力过高处，调整分块方式，重新分
析计算，直到温度应力趋于合
理，实现对分层分块方便、快捷地方案优化。与施工单位共同配合，提出满足设计要求的温控推荐方案。施工
组织中，参与高压旋喷灌浆及钢滑模技术研究，并成功应用在喀斯特地貌不均匀土石料填筑的深水围堰防渗墙
施工以及水利枢纽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施工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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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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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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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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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子麒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1年07月29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50219910729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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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铁道 大学 毕业时间 201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394903614@qq.com 办公电话 15511834500 移动电话 15511834500

通讯地址 陕西省未央区广安路 3619 号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技术员

二级单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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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05日　至 2018年10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课题的研究，并组织专家进行研讨，对创新点 2 有贡献，参与提出在“三管法”的基础上，采用增加
速凝剂管的“四管法”高压旋喷灌浆工艺，将自动化制浆（自动上料、称量、搅拌）等功能整合到高压旋喷灌
浆自动记录系统中，并成功应用在喀斯特地貌不均匀土石料填筑的深水围堰防渗墙施工中。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BIM 技术在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中的应用与研究》获 2020 年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第十一届
建筑信息模型（BIM）大赛成果奖三等奖；《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2020 年陕西省土
木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深水土石围堰新型高压旋喷防渗墙施工工法》获 2018 年中国水利协会部级工法
；《大跨度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工法》获 2018 年中国水利协会部级工法；《邕水利枢纽发电厂房及过鱼工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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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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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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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排　　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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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路3619号

联  系  人 刘浩泉 单位电话 13830214450 移动电话 13830214450

电子邮箱 ihao1967@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针对工程重难点、推广价值、喀斯特地貌、等特点，进行了科研课题立项,保证项目科研经费的正常投
入使用。组织了武汉大学、南宁水利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并带头研究了深水土石围堰填筑施工
技术、喀斯特地貌防渗灌浆施工技术、发电 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施工
技术、一种使用 2 型单管扣的悬臂组合模板快速拼装技术、灯泡头和锥体精确快速吊装施工技术、大跨度
弧形闸门精确安装施工技术等，解决了深水土石围堰、大体积混凝土、机电设备安装等工程施工难题。带
头进行报告总结和提炼，通过国内外查新和中国水利学会评审，研究成果具有独创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该成果在项目中得到成果应用，使项目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使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安全等方面得
到综合管控，积累了丰富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经验。 随着邕宁拦河枢纽工程的持续推进，邕江两岸已打
造多条秀美景观带，2000 吨级船舶可以进入城区，带动黄金水道发展；对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与环境效益显著，成果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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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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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雷位冰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153635 邮政编码 71001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89号

联  系  人 王永丽 单位电话 029-82153635 移动电话 18006217913

电子邮箱 352923436@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参加课题的立项和研究，对重难点方案进行多次研究和论证; (1) 设计上采用三维有限元法计算方法
，模拟混凝土结构施工过程进行温度场和徐变应力场数值仿真计算，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温度场和
应力场的仿真分析，对自然入仓浇筑、控制浇筑温度和通水冷却措施进行详细研究，对温度应力过高处
，调整分块方式，重新分析计算，直到温度应力趋于合理，实现对分层分块方便、快捷地方案优化。与施
工单位共同配合，提出满足设计要求的温控推荐方案。(2)基于件三维建模仿真，利用 BIM三维建模配筋
,应用在发电厂房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空间几何异型渐变式流道配筋，根据分析结果调整模型，模型
调整后在应用开展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模型问题或与现场施工不符时，及时修改模型。(3) 采用三维数值模
拟、物理模型试验等方法，研究喀斯特地貌深水土石围堰施工及运用时段束窄河床水流变化规律，共同确
定结构型式并优化了合龙位置，解决了喀斯特地貌深水土石围堰合龙难题。(4)参与高压旋喷灌浆研究
，在“三管法”的基础上，采用增加速凝剂管的“四管法”高压旋喷灌浆工艺， 自动化制浆(自动上料、
称量、搅拌)等功能整合到高压旋喷灌浆自动记录系统中，并成功应用在喀斯特地貌不均匀土石料填筑的
深水围堰防渗墙施工中。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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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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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