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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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022Y2528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施工技术研究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施工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人 董华海，武航飞，马文，李继光，孙绍宽，毛超杰，韩力刚

主要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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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工程 代码 5604520

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其他土木工程建筑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任务来源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施工技术研究 ,YF2002FJ01B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2022)中铁建科评字58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2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9年4月10日 完成：  2020年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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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通过理论分析、仿真模拟、方案优化、工程应用和预警监测等，对建造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应用有限元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析，优化了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
2.研发了一种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放” 结合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屋面抗风揭安
全性能
3.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信息化健康监测。
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3篇；申请专利6件，其中已授理发明专利2件，实用新型专利2件，已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2件。
该项目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坚持在工程中验证，在张家口游泳馆项目钢结构屋盖施工中实践应用，总结归
纳出该成果后，成果在张家口速滑馆等工程中应用，为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施工提供了技术保障，其理论和
实践意义重大。
经审查，该成果申报材料齐全，人员排序无异议，符合申报要求。
同意提名202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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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口奥体中心游泳馆项目钢结构屋盖结构形式为双向正交焊接球桁架结构体

系，桁架釆用箱型截面摇摆柱支撑于混凝土结构+6m标 高平台上，混凝土结构四个

角部设置核心筒并延伸至+12m标高位置， 屋盖桁架结构分别在这四个位置设置四

角锥支撑于混凝土核心筒上。 屋盖长 119. 2m（X向），宽 86. 3m（Y向），建筑最

高点+22. 65m。核心筒之 间 X向跨度 54. 3m Y向跨度 63.4m。屋盖桁架跨中心厚度

3.8m,桁架 基本网格尺寸 8.4mX8. 4m,节点形式为相贯和焊接球节点。钢结构总 重

约 1400吨，屋盖部分重量约 800吨。采用多次提升延展拼装的方案 施工。施工过

程中的偏差控制是关键，必须保证结构姿态（高度、水平度、垂直度）偏差在允许

范围内，同时保证施工负载均衡，避免荷载集中，甚至失稳坍塌。

大跨空间网架结构在整体设计时为一个整体，结构受力明确，结 构刚度、变形

均在允许范围之内。然而在实际施工中，网架均是分块 进行吊装，对结构进行了拆

分，拆分后的结构安全和施工过程均需要 重新进行模拟验算，并对受力的关键节点

的变形及应力进行实时监测, 验证验算结果的可靠性，并将监测数据作为现场施工

调整措施的依据, 进而保证施工安全。

为确保大跨度钢结构网架屋盖施工的顺利实施，开发了集群提升设备同步技术、

实时监测预警技术，并釆用Midas gen2020计算软件 充分考虑恒载、活载、风荷载

及温度荷载作用模拟施工过程，确保方 案可行。通过施工实时监测数据与模拟数据

对比分析，辅助施工作业 人员动态调整施工过程结构姿态，确保施工过程中结构姿

态、应力、位移偏差均在允许范围内。经过全体施工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

研究出了“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施工技术 ”并在本工程中成功应用取得以下创新

性成果：

1.应用有限元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析，优化

了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

2.研发了一种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放” 结合的技术手

段，提升了屋面抗风揭安全性能

3.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信息

化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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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项目研究成果对大跨度钢结构施工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张家口奥体中心

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施工技术，通过大量的模拟实验，形成的研究成果在张家口奥体

中心游泳馆中予以应用，并对其成果在张家口速滑馆等工程中实践论证、推广应用，

得到了应用单位认可和高度评价。

本项目成果提升了大跨度钢结构施工安全，实现了零伤亡的安全管控要求；提

高了施工工效、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和人员投入，节约成本约 516万元。通过技术

攻关，培养了一大批钢结构施工技术骨干，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得到了业内的广

泛认可；研究形成的多项关键技术已应用于房建工程施工领域，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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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一：应用有限元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

计算分析，优化了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

学科分类：地面工程（5604520）

旁证材料：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 一 种 踏 步 悬 挑 段 提 升 架 用 反 向 加 固 结 构

+ZL202022977300.9，见附件 1-1-1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柔性提升的吊点提升装置+ZL202022986067.0，

见附件 1-1-2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 实 用 新 型 ： 一 种 提 升 架 用 反 向 加 固 结 构

+ZL202022986068.5,见附件 1-1-3

评审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字 58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见附件

2-2-1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见附件 2-2-2

创新点描述：利用有限元软件对结构整体提升、拆除临时支撑及补装杆

件进行全过程一体化仿真分析，确定提升吊点、确定临时支撑方式等，并分

析整个施工过程中各施工阶段结构内力及位移的变化，保证施工过程的安全

性。

（1）三种吊装提升方案的对比分析

通过采用 Midas/GEN 有限 元软件建立了大跨度空间钢结构施工

过程合理的力学模型并根据有限元软件的计算结果对三种提升方案

进行分析对比。

方案一共六个提升阶段，方案二共四个提升阶段、方案三共三个提

升阶段，从节点位移方面来看，方案三各阶段的最大位移均出现在屋架

端部节点处，三种提升方案的对比分析三种提升方案最大位移值、最大

支座反力及最大应力比的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种提升方案的对比结果

通过对张家口奥林匹克游泳馆钢结构屋盖三种提升方案中各阶段杆件的

应 力比、节点位移和支座反力的对比研究、提升的不同步性对结构的影响分

提升方案 最大位移值/mm 最大支座反力/kN 最大应力比

方案一 -35.053 114.2 0.594

方案二 -37.728 1040. 1 0.721

方案三 -20.480 935.8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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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及提升过程模拟结果与实测数值的对比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在提升过程中，让刚度较大的混凝土核心筒参与受力，能够减小部

分受力较大网 架杆件的应力比和提升架的支座反力，提高了上部网架、

提升架和下部混凝土结 构的安全储备能力。

通过优化提升架的布置位置，网架提升过程中的节点位移会明显减

小，并且 可以在保证提升过程安全的要求下节省提升架的用量，提高了

提升过程的安全性 和经济性。

在网架整体提升方案中，通过合理地布置提升吊点，选用合适的额

定提升力 的提升设备，可以有效减小网架在提升过程中产生的最大位移

差，避免影响网架 的正常提升和致使网架损伤。

对方案三屋架部分杆件监测所得到的应变进行了换算与模拟得

到的应力值进行了对比，对比结果表明结构变形状态的数值模拟和监测

值吻合较好，也证明了张家口奥体中心游泳馆提升阶段力学模型建立的

合理性和有限元法分析的正确性。

（2）提升架设计

在游泳馆钢结构屋盖整体提升过程中，提升架是关键的承重结构，其设

计需 考虑安全性、经济性、结构的受力特点及现场施工条件。综合考虑提升

架选用尺 寸为 1.5m × 1.5m ，组合高度 H=24m 高的四肢格构柱，各分肢

钢管柱规格为 P140mm×4.0mm，缀条角钢规格为 L50mm×5mm，缀条通过耳板

与分肢柱螺栓连接 ，钢 材 材 质 均 为 Q235B 。 提 升 架 格 构 柱 顶

沿 对 角 线 设 两 根 规 格 为 P219mmx10mm 材质为 Q345B 的天梁，天梁

端部设置 10T 的电动葫芦，作为桁架的提升装置。

（3）吊点受力情况对提升架的影响分析

在实际提升过程中，存在吊索失效的情况，通过对不同吊点的受力

分析可得出，用四肢格构柱提升架提升桁架，四个吊点出现个别点不受

力的情况时，提升架的四个支座反力大小相差较大，只有两相邻点受力

和一点 受力时会出现负支座反力，且与四个吊点均受力提升架相比，最

大支座反力和水平位移增幅较大，对提升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实际

提升过程中应对四个吊点的提升力进行实时监测，防止出现个别吊点不

受力的情况。

创新点二：研发了一种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

放” 结合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屋面抗风揭安全性能

学科分类：地面工程（5604520）

旁证材料：

发明专利：一种曲面网架结构屋面面板的定位的安装方法及定位装置

+申请号 ZL202111635810.0，见附件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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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曾强屋面抗风揭的方法+申请号 ZL202210340369.1，见附件

2-2-4

评审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字 58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见附件

2-2-1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见附件 2-2-2

创新点描述：采用犀牛建模和 CAD 绘图软件相结合的辅助设计，将

现场放线、金属板及钢型材加工制作等工序统一进行建模，根据犀牛建

模定位尺寸，进行测量放样放线，统一工厂制作与现场安装的标准。

（1）钢龙骨的安装措施

①依据放线组所布置的鱼丝线 ，结合施工图进行安装， 先将单个角

码依据 尺寸线点焊在预埋件上，然后检查位置尺寸和垂直度见图 5-8。

②钢龙骨在安装之前，首先对钢龙骨进行直线度检查，检查的方法

采用拉通 线法，若不符合要求，经校正后再上墙。

③龙骨上墙后进行全站仪复检，检测关键控制点的坐标信息。

④整个墙面竖龙骨的安装尺寸误差要在外控制线尺寸范围内消化，

误差数不得向外。

⑤焊接工艺施工完毕后，进行自检、检验焊缝质量以及几何尺寸，

若自检合 格后填写隐蔽单，报监理验收，验收合格后焊缝涂刷二涂防

锈漆。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2）金属板的安装施工措施

图 2金属板拼缝处示意图

①钢龙骨安装完毕后，对整个金属板面横向、竖向龙骨，在龙骨

上重新弹设 金属板安装中心定位线，所弹墨线几何尺寸应符合要求，

墨线必须清晰。

②依据编号图的位置，进行金属板的安装，安装金属板要拉横向和

竖向控制线，因为整个钢架总有一些不平整，金属板支承点处需进行调

整垫平。

③金属板在搬运、吊装过程中，应竖直搬运，不宜将金属板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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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平台搬运。

④金属板在抗风揭加固区域由原来单面的 3 个固定点增加到 5

个，在金属板 出厂前进行预制加工，深化图要求明确固定点的位置，

以及金属板的曲率半径尺寸。各龙骨安装依据靠近轴线处控制钢丝线

为基准，进行分格安装。

创新点三：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

屋面钢结构信息化健康监测。

学科分类：地面工程（5604520）

旁证材料：评审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字 58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

见附件 2-2-1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见附件 2-2-2

创新点描述：通过自动化传感信号采集分析与控制子系统 (硬件系

统)、 结构安全预警与综合评估子系统、中心数据库子系统 (数据后

台管理系统)等时时监测施工过程中荷载及位移等变化情况，并设有预

警模块，实时监测过程中对发生的可能威胁到结构运营安全 的可变

荷载 (如风载) 以及结构对其的响应指标 (应力等) 进行预警。

（1）系统总体架构

张家口奥运场馆群结构施工监测系统核心任务是获得结构在施工

阶段、卸载阶段、服役期间的环境作用与荷载、结构整体响应和局 部

响应等监测数据，通过对监测数据分析，评估结构的安全状态，为 科

学、高效、经济的运营管养提供先进技术支持。针对系统所需要满 足

的功能和目标，确定结构施工监测系统由以下子系统组成见图 3
所示：

图 3 系统组成

(2)自动化传感信号采集分析与控制子系统 (硬件系统)

8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该子系统包括以下三大模块与功能：①传感器模块：通过传感器将

各类监测 信号转换为电信号。②数据采集与传输模块：将监测信号转换

为标准以太网数字 信号并完成远程传输。③数据处理与控制模块：将监

测信号进行预处理以及二次。

(2) 结构安全预警与综合评估子系统 (软件系统)

对监测数据进行应力监测分析、变形监测分析、索力监测分析、

数据统计分 析、模态参数识别、振动频率分析等，对结构安全使用

状况做出综合评估，结合 数据评估结果进行实时预警。

图 4 监测预警系统的界面效果示意

(3) 中心数据库子系统 (数据后台管理系统)

各子系统数据的支撑系统，完成所有监测静态、动态的资料、信息数据

的 归档、查询、存储、管理和调用等工作。并具有初步的数据分析及管理功

能，可 以实现传感器内部的数据对比，传感器之间的数据对比，设定好月报

及周报格式，实现一键格式化报告模式。

图 5 现场监测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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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1）屋面抗风揭施工技术措施存在局限性

大跨度结构金属屋面，受大风作用下的结构振动及受力响应，在金属屋面风揭

试验中从未考虑，往往只考虑风压作用。由于金属屋面风揭破坏受到的复合因素影

响较为明显，受风致振动影响也较为突出。屋面的风揭破坏过程往往是风致振动导

致的金属屋面栓钉松动后，进而撕开金属屋面板，最终导致大面积风揭破坏。再加

上金属屋面栓钉受自然环境的侵蚀严重，同样也会导致金属屋面板的松动。然而现

有的技术措施不能同时兼顾多种因素进行考虑，金属屋面的施工技术存在一定的技

术障碍。

（2）焊接残余应力导致的结构安装质量响应无法避免

焊接残余应力一直是困扰着大跨度空间结构的一项技术难题，焊接残余应力

是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技术难题，只能通过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去降低残余

应力的大小，降低残余应力对结构安全影响的概率。再加上大跨空间结构安装的方

式，空间结构的传力路径不唯一等特点，均对后期结构的安全使用带来潜在的风险，

这也是现代施工技术所面临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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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施工技术研究 2022 年 4 月 15 日委托“亚太建设科技

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成果关键技术进行国内外查新，报告编号：

JSSJ2022-089，查新结果：依托张家口奥体中心项目，通过资料调研、数值模

拟、现场监测等方法对大跨度钢结构屋盖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屋面抗风揭安

全性能、施工监测预警系统施工技术进行研究。尚未见与该查新项目关键技术

特点相同的文献报道。

2、2022 年 4 月 28 日，经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评审，该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评审证书号编号：（2022）中铁建科评字 58 号。评审结果如下：

1.课题组提交的评审资料齐全，数据翔实，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

符合评审要求。2.主要创新点如下∶

（1）应用有限元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

析，优化了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

（2）研发了一种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放"结合的

技术手段，提升了屋面抗风揭安全性能。

（3）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

构信息化健康监测。

3.研究思路清晰，理论分析及试验研究方法正确，研究成果丰富，对类似

工程具有指导作用。

评审委员会认为∶该科技成果在张家口奥体中心游泳馆、速滑馆等项目成

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该科技成果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意通过评审。

3、业主等单位对该项目取得成果的评价

（1）张家口奥体中心游泳馆项目钢结构屋盖结构形式为双向正交焊接球桁

架结构体系，采用多次提升延展拼装的方案施工。施工过程中结合钢结构屋盖

投影范围内的场地条件，将屋盖分为 3个区域，均匀布置 40 组提升架，每组提

升架承担约 20 吨荷载，，安全系数取 2，每组提升架配置 4个提升能力为 10

吨的电动葫芦。提升速度为 5cm/min。提升阶段最多有 22 组提升架 88 个电葫

芦需要同步上行提升，卸载阶段全部 40 组提升架 160 个电葫芦需要同步下行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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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应用《大跨度钢结构屋盖

施工技术》成功地解决了大跨度钢结构吊装施工难题。顺利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提高了施工效率，控制了施工风险，节约了施工成本。

（2） 张家口奥体中心速滑馆屋盖结构外形接近为椭球壳，采用分榀吊装

方案施工。屋盖东、西两端在内、外圈支座之间局部设置主受力方向为长轴方

向的空间桁架，南、北方向局部以外圈支座及主受力桁架为支座设置次桁架。

沿屋盖内圈支座设置一道封闭环桁架，在屋盖东、西两端摇摆柱顶沿屋盖外沿

各设置一道联系桁架，以增强屋盖整体性，外圈支座落位干 V字型钢结构摇摆

柱顶。施工过程中采用合理的分块方式将主桁架进行拆分吊装，设置临时支撑，

待高空拼装、补杆形成完整结构体系后再整体卸载达到设计状态。针对本项目

实际情况，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应用《大跨度钢结

构屋盖施工技术》成功地解决了大跨度钢结构吊装施工难题。顺利地完成了施

工任务。提高了施工效率，控制了施工风险，节约了施工成本，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社会及环保效益。安全、质量等各项技术性能指标达到预期效果。实践

证明，该成果具有推广应用价值，为同类工程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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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1．应用情况

(1) 施工单位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在张家口奥体中心

工程 大跨度钢结构施工中，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科技攻关，制定

了可行的施 工技术方案，在游泳馆、速滑馆施工中，通过应用有限元仿

真技术对钢结构屋 盖进行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析，优化了吊装方

案和安装工艺，研发了一 种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

放” 结合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屋面抗风揭安全性能，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

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信息化健康监测，同时

对项目实施了全方位的科学管理，成功的解决了各项施工技术难题，也达

到了过程中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稳定 性及安全施工的要求。

该成果在张家口奥体中心游泳馆、速滑馆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保

证了桥梁转体施工的顺利实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施工技术在国内外

同领域中 有着指导作用，也为今后同类型顶升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

经验和技术储备，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

号

应用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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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家 口 建 投 房
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大 跨 度 钢 结 构
屋

盖施工技术

张 家 口 奥 体 中 心 游
泳馆项目，总建筑面
积 52504 ㎡(地上：
19251 ㎡ ，地下：33253
㎡) 屋 盖 长 119. 2m
( X 向 ) ， 宽 86. 3m
(Y 向) ，建筑最高点
+22. 65m 。核心筒之
间 X 向跨度 54. 3m Y
向跨 度 63.4m ，钢结
构总 重约 1400 吨，屋
盖部 分重量约 800 吨。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5月

李博明

/13932379460

2
张 家 口 建 投 房 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 跨 度 钢 结 构 屋
盖施工技术

张家口奥体中心速滑

馆项目，速滑 馆总建

筑面积约 4.2 万 m² ，

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约

3.5 万 m² ，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约 7200m² ，

观众座席数 约 3200

席，总用钢量约 3400

吨。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7 月

李博明

/1393237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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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本项目成果提升了大跨度钢结构施工安全，实现了零伤亡的安全管控要求；提

高了施工工效、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和人员投入，共计产生效益约 438万元。其中

游泳馆项目施工产生效益节约 264万元，速滑馆施工产生效益约 174万元。

游泳馆所列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计算依据：

（1）节约材料租赁费约 209万元：1087918 X 0.016X120=209 （万元） 注：

节约满堂支架钢管 1087918m,租赁期 120天，单价 0. 016元/m •天

（2）节约人工费约 12万元：200X600=12 （万元）

注：工费：200元/天；工天：600 IB

（3）工期提前 30天，节约成本：3 （万/天）X30 （天）=90 （万元）

共计节约成本约：209+12+90=311 （万元）；

产生利润：3U-311X15%=264 （万元）

速滑馆所列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计算依据：

（1）节约人工费约 25万元：200X1250=25 （万元）

注：工费：200元/天；工天：1250 TH

（2）工期提前 45天，节约成本：4 （万/天）X45 （天）=180 （万元） 共计

节约成本约：25+180=205 （万元）；

产生利润：205-205 X15%=174 （万元）。

（2）社会效益

大跨度钢结构施工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张家口奥体中心大跨度钢结构屋

盖施工技术，通过大量的模拟实验，形成的研究成果在张家口奥体中心游泳馆中予

以应用，并对其成果在张家口速滑馆等工程中实践论证，得到了应用单位认可和高

度评价。项目成果提升了大跨度钢结构施工安全，实现了零伤亡的安全管控要求，

通过技术攻关，培养了一大批钢结构施工技术骨干，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得到了

业内的广泛认可；研究形成的多项关键技术已应用于房建工程施工领域，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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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览表

应用单位

名称

产生效益

（万元）

应用开始

时间

应用结束时

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

电话

张家口建投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64 2019.04 2020.05 李博明 13932379

460

张家口建投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74 2020.06 2021.07 李博明 13932379

460

15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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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踏步悬挑
段提升架用反
向加固结构

中国 ZL202022
977300.9

2021年
07月30日 1813346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陈耀华、
董华海

2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用于柔性
提升的吊点提
升装置

中国 ZL202022
986067.0

2021年
07月30日 1813346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李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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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华海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05月17日 出  生  地 甘肃康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262519860517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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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9373415@qq.co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368937341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总工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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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10日　至 2020年05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总体负责钢结构施工技术攻关，负责科技方案的编制，提出了应用有限元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了全
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析，优化了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负责组织本项目的技术培训。（创新点1）。投入研
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100%，支撑材料，实用新型专利，ZL202022977300.9一种踏步悬挑段提升架用反向加固
结构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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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姓　　名 武航飞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07月01日 出  生  地  山西长治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401051986070118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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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理工学院 毕业时间 2018年08月30日 所学专业 交通土建

电子邮箱 13718868@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5128389717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经理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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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10日　至 2020年05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持课题全面工作。研发了一种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放” 结合的技术手段
，提升了屋面抗风揭安全性能。
（创新点2）。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100%。支撑材料，科技成果评审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
字58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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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文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0年11月08日 出  生  地 陕西临潼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519901108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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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 毕业时间 2016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856926255@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70085692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质量部长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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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10日　至 2020年05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施工阶段、卸载阶段、服役期间的环境作用与荷载、结构整体响应和局部响应等监测数 据，通过对
监测数据分析，评估结构的安全状态，为科学、高效、经 济的施工、运营管养提供先进技术支持。（创新点
4）支撑材料，科技成果评审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字58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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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继光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08月25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0319750825001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1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389160120@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389100723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科技部长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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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15日　至 2020年05月1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科研技术方案的审核，负责科技方案的编制，参与提出了应用有限元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
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析，优化了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负责组织本项目的技术培训。（创新点1）。投
入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100%，支撑材料，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柔性提升的吊点提升装置
ZL202022986067.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的《土压平衡盾构穿越南水北调干渠掘进施工技术研究》获2020年河南省建设事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参与研究的《盾构法下穿南水北调干渠施工技术研究》获2021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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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宽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05月22日 出  生  地 河北元氏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3219860522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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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间 2011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邮箱 605223293@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5128389717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实验室主任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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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16日　至 2020年05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提出了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信息化健康监测。
负责（创新点3），负责现场推广应用。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100%。支撑材料，科技成果评审
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字58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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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超杰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9月12日 出  生  地 河南省安阳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1052619820912585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助理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平顶山工学院 毕业时间 2007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9125853@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3526148878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工程部长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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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20日　至 2020年05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项目技术方案审核，参提出了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
信息化健康监测。（创新点3）支撑材料，科技成果评审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字58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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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力刚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9年03月26日 出  生  地 河南信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1032319801121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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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道路桥梁工程施
工与管理

电子邮箱 1214017@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23793722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测量班长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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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15日　至 2020年05月12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提出提出了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信息化健康监测。
负责（创新点3），负责现场推测量数据收集。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100%。支撑材料，科技成
果评审证书（2022）中铁建科评字58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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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陈耀华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10-88591101 邮政编码 100142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联  系  人 刘晓松 单位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5128389717

电子邮箱 2213389485@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科研工作总体单位，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完成张家口奥体中心项目的建设，针对大跨度钢结构屋
盖施工难题，应用有限元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析，优化了吊装方案和安
装工艺。研发了一种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放” 结合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屋面
抗风揭安全性能。开发了施工监测预警系统，釆用数字率生技术实现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信息化健康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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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8215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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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86153200 移动电话 18006217913

电子邮箱 zt20-2bj@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本项目技术服务总负责单位，参与总体方案审核，并对项目科研立项合同予以批复，参与应用有限元
仿真技术对钢结构屋盖进行了全过程一体化模拟计算分析，优化了吊装方案和安装工艺。参与研发了一种
双曲金属屋面板定位装置，采用模拟监测和“抗放” 结合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屋面抗风揭安全性能。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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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