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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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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022Y2586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基于BIM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基于BIM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

主要完成人 贾伟，李继光，张启斐，张建，姜守涛，牛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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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工程 代码 5604525

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铁路工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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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BIM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YF1702QL01B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2019）中铁建科评字210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3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7年7月10日 完成：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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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通过可视化仿真模拟分析、运用BIM5D平台组织管理、工程应用等，对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
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创建了基于BIM的转体桥施工多源信息集成及可视化指导转体结构施工工序方法。
2.研发了基于BIM技术的转体桥从整桥到局部仿真分析系统。通�过BIM5D平台，对转体桥桥梁的质量、
安全、进度进行了组织管理。
3.建立了�Revit-Ansys-Flac3D软件连用对桥梁施工过程中受力�与变形分析方法。通过软件之间的协同操
作，实现BIM和仿真技术的数据传输链，拓展了不同软件之间数据链的交互与利用新途径。
4.�提出了基于BIM5D的转体桥梁施工现场管理系统框架。通过�BIM5D管理平台对数据釆集、数据分析
管理、综合评估与预警系统进�行系统管理研究，总结形成了现场管理系统框架图。
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3篇；申请实用新型专利3项；获得省部级工法1项；获该项目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坚
持在工程中验证，在崇礼铁路赵川镇高架特大桥转体梁施工中采用该技术，总结归纳出该成果后，成果在
崇礼铁路等转体梁工程中应用，为崇礼铁路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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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概况

京张高铁是一条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城际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2022年冬奥会配套工程；是中国大陆第一条首次采用我国自主

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计时速为 350公里的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也是世界上

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 350公里/小时的高寒、大风沙高速铁路。崇礼铁路是中国华北

区域铁路网中是京张铁路的支线铁路，途经下花园区、宣化区、赤城县，至崇礼区

太子城奥运村。崇礼铁路赵川镇高架特大转体桥位于跨越张唐铁路的圆曲线上，平

曲线半径 R=3500m，竖曲线半径 20000m，双线桥线间距 4.6037m。赵川镇高架特大

桥 223#～226#墩设计为一联（40+64 +40)m 预应力混凝土转体连续梁跨越既有唐呼

铁路，转体角度 68°，转体段长度 62m。采用桩基础圆端形实体墩以及变截面单箱

单式连续箱梁结构，施工工艺为挂篮悬臂浇筑法+转体施工。桥梁在平行张唐铁路两

侧悬臂，现浇两个长 62米的梁体，共计 18 个节段。在曲线梁桥转体桥墩处，采用

墩顶水平转体工艺，设置墩顶转体结构。两端施工完毕后梁体逆时针转体 68 度到设

计位置进行边跨、中跨合拢。

2、主要技术内容

（1）、转体桥 BIM 三维可视化施工指导技术；

（2）、转体桥梁段预应力管道与施工器械的碰撞检查与施工工序模拟分析；

（3）、转体桥 BIM 施工进度、质量、成本、物料的管理与反馈技术；

（4）、转体桥施工过程中虚拟仿真系统的构建、计算与应用；

（5）、转体桥梁受力、变形监测系统及安全评价技术。

3、授权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3 项：一种桥梁转体施工用高差测量装置（专利号：

201921817955.0）；一种墩顶施工用便携式可升降护栏（专利号：201921818934.0）；

一种便于固定的埋入式应变计（专利号：201921818365.X）。

4、技术经济指标

随着我国对高速铁路的需求的日益增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跨既有线路的

高速铁路桥梁，为了在施工阶段不影响既有线路的交通，大部分高速铁路桥的施工

采用了水平转体技术。相对于普通的桥梁施工，其技术要求较高，构造较为复杂，

为了确保转体桥梁施工的顺利推进，满足质量和安全的要求，本研究成果利用 BIM、

数值模拟与实际监测相结合的方法为桥梁施工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持，对其进行全面

的施工指导，确保了赵川镇高架桥 62m 转体段在平曲线半径 R=3500m，竖曲线半径

20000m，转体角度 68°施工的顺利完成。形成了“基于 BIM 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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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B%E8%8A%B1%E5%9B%AD%E5%8C%BA/106803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3%E5%8C%96%E5%8C%BA/110339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4%E5%9F%8E%E5%8E%BF/106800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4%87%E7%A4%BC%E5%8C%BA/193142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4%87%E7%A4%BC%E5%8C%BA/19314284


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今后同类

桥梁的施工提供了技术借鉴。对打造数字高铁，智能高铁具有重要的意义。

5、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根据本项目的科研工作，研究出了“基于 BIM 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

管理关键技术”并在本工程中成功应用。在 2017～2019年对成果进行了应用和验证，

效果极为显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及环保节能效益。为保障建设工作和社会

活动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科学有效施工控制技术，确保转体连续梁工

程施工的质量及安全，为今后同类型曲线连续梁精确施工提供宝贵经验，推广应用

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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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一：创建了基于 BIM 的转体桥施工多源信息集成及可视化指导转

体结构施工工序方法。

学科分类：桥梁工程（5604525）

旁证材料：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桥梁转体施工用高差测量装置+ZL201921817955.0，

见附件 1-1

论文：BIM5D 管理平台在桥梁项目中的应用，见附件 2-2-4

论文：BIM 可视化在转体梁 0#块混凝土多孔振捣的运用，见附件 2-2-3

评审证书：（2019）中铁建科评字 210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见附件

2-2-2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见附件 2-2-1

工法：基于 BIM 与仿真技术的转体桥结构构件标准化施工工法-陕西省

省级工法，见附件 2-2-6

科技奖：基于 BIM 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陕西省

土木建筑科学技术一等奖，见附件 2-2-5

创新点描述：通过 BIM 技术对各个构件建模，录入各个构件的材质、编

号、加工制作信息与施工监测信息，并与 BIM 模型相关联，方便施工人员查

看；同时，对球铰结构各个部件精确建模，生成施工动画。通过三维技术交

底，指导现场球铰安装与施工工作，从而开辟了一条指导现场施工工序的手

段方法。

（1）转体桥 BIM 三维可视化施工指导技术

崇礼铁路赵川镇特大桥转体连续梁主要施工步骤可分为以下几步：钻孔桩施工、

承台施工、主墩墩身施工及转体结构体系施工。跟据Autodesk Revit的建模规则，

我们将转体桥的每一个结构构件当成是一个“族”，依次建立桩基础、承台、桥墩、

转盘、主梁A0-A10、B0-B8块等参数化族，并将这些族载入到项目文件中，根据各

构件的空间位置关系，赋予其平面坐标、标高及其他参数，最终形成桥梁的整体模

型。模型建立完毕后，可将 Revit 文件导入到 Navisworks 中进行碰撞检查、净高

控制、施工模拟、进度关联等各种分析工作。

通过审阅图纸，可以把桥梁结构族分为上部（主梁块）、下部（桥墩、承台、桩

基础）以及转体结构（上下球铰、滑道、撑脚等）三个部分，分别建立对应的族块。

考虑到后期要把所建族导入到项目中进行钢筋及预应力孔道布置，所以采用外建族，

选择公制常规模型进行各结构族块的建立。建模流程遵循从底部到顶部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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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工序模拟

该连续梁设计采用墩顶转体施工，转体系统

核心构件布置于 224#、225#墩顶，转体结构由

下转盘、球铰、上转盘、转体牵引系统组成。转

体下转盘是支撑转体结构全部重量的基础，下转

盘主要构件包括下球铰及其骨架、下滑道及其骨

架、中心定位轴、千斤顶反力座：上转盘主要构

件包括上球铰及其骨架(含钢护筒)、撑脚：牵引

力系统主要包括牵引力反力座、牵引索。其 BIM

模型如图 1所示。

转体结构体系中的上下球铰及其定位骨架、滑道及其定位骨架、夹层钢

板、撑脚及其预埋钢板、砂箱、定位销轴、销轴套筒均在具备资质的生产厂

家加工制造，运输至施工现场，并经进场验收合格。

创新点二：研发了基于 BIM 技术的转体桥从整桥到局部虚拟仿真分析系

统。

学科分类：桥梁工程（5604525）

旁证材料：评审证书：（2019）中铁建科评字 210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

见附件 2-2-2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见附件 2-2-1

创新点描述：通过 BIM 软件与虚拟仿真软件的协同操作，可发挥 BIM 软

件精细建模与展示优势，同时节省虚拟仿真软件重复建模时间。桥梁从整体

到局部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实现从全局把控到细节研究的科学管理，保证全

桥整体性及球铰关键部位的施工作业质量与安全。

（1）虚拟仿真软件应用流程与联系

新建崇礼铁路赵川镇特大转体桥（40+64+40）m 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桥，

采用挂篮悬臂法施工。该桥梁体为单箱单室变截面变高度箱形结构。本桥采

用墩顶转体技术，具有跨越能力大、受力合理、施工风险小等特点。运用

Midas/Civil、ANSYS、Flac3D 等软件，结合连续梁桥施工要求与各项参数，

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依据施工阶段，对施工过程、转体过程、成桥过程进

行仿真分析。

（2）MIDAS/Civil 对转体桥全桥数值模拟仿真计算

模型建立和参数赋值完成之后，进行计算，分别选取 8#块预应力张拉完

成、合龙段预应力张拉完成、和铺设轨道完成 3个关键的施工阶段对梁段的

变形进行分析。桥梁在 8#梁块预应力张拉完成之后及轨道铺设完成之后的变

形情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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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块完成后及轨道铺设完成之后变形图

（3）ANSYS Workbench 对转体桥球铰局部数值仿真计算

在后处理中，可以得到多种不同的结果：各个方向变形及总变形、应力

应变分量、主应力应变或者应力应变不变量；接触输出、支反力。

由于转体结构主要承担竖向荷载，所以分别对球铰滑动面和转体结构做

竖向的应力分析，计算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3球铰竖向应力及转体结构竖向应力图

创新点三：建立了 Revit-Ansys-Flac3D 软件连用对桥梁施工过程中桩基

受力与变形分析方法。

学科分类：桥梁工程（5604525）

旁证材料：评审证书：（2019）中铁建科评字 210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

见附件 2-2-2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见附件 2-2-1

创新点描述：通过 BIM 软件与多款有限元分析软件连用，针对转体桥桩

基进行研究工作。该点在相关科研文献中鲜有介绍。通过软件之间的协同操

作，探索 BIM+虚拟仿真技术的数据传输方式，有助于拓展更多更广不同软件

之间数据链的交互与利用新途径。

（1）不同软件间的协同配合

通过本项目，将 Revit、ANSYS 和 FLAC3D 三款软件进行联用，建立桩基

模型并展开计算工作。

①利用 Revit 进行建模

Revit 软件具有较高的建模自由度，能够方便快捷的建立复杂的异形构

建，利用 Revit 进行建模可以很好的弥补 FLAC3D 前期建模功能较弱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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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利用 ANSYS 进行网格划分

ANSYS 因为具有强大的网格划分功能，所以将 Revit 建立的桩基和土体

模型导出为 SAT 格式后，分别导入到 ANSYS 软件中进行网格的划分，土体一

共分为 5个土层，所以把土体模型分为 5个组，桩基模型单独分为 1个组。

③利用 FLAC3D 进行模型拼装

通过接口将在 ANSYS 中划分完网格的桩基模型和土体模型分别导出

为.flac3d 格式的文件，为了区分土体和桩基的分组，首先在 FLAC3D 中导入

土体模型，保存为.sav 格式，然后再重新导入.sav 格式的土体模型，建立桩

土的接触面，最后导入.flac3d 格式的桩基模型。

整体模型和接触面如图 4所示。

图 4 整体模型和接触面模型图

（2）桩基计算结果（部分阶段计算结果如下图 6）

施工阶

段
沉降云图 竖向应力云图

桥墩施

工完成

0#块施

工完成

1#块施

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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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块施

工完成

图 5 桩基的沉降和应力结果对比

创新点四：提出了基于 BIM5D 的转体桥梁施工现场管理系统框架。

学科分类：桥梁工程（5604525）

旁证材料：评审证书：（2019）中铁建科评字 210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

见附件 2-2-2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见附件 2-2-1

创新点描述：BIM5D 的转体桥施工管理系统是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管

理、综合评估与预警为一体的平台，根据功能可分为数据采集子系统、数据

管理子系统、施工安全子系统、施工监测平台四部分组成。根据现场实践，

总结出现场管理系统框架图，这对于桥梁项目 BIM 软件平台开发与利用有指

导与纲领作用。

（1）转体桥 BIM5D 平台构架

基于 BIM 的转体桥施工管理系统是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管理、综合评

估与预警为一体的平台，系统采用 B/S 架构进行设计，其中 BIM 模型的展

示引擎为 Unity3D，在系统中应用推广比较方便，客户端用户只要安装能够

接受 Unity3D 插件的网页浏览器即可

转体桥施工管理系统可分为数据采集子系统、数据管理子系统、施工安

全子系统、施工监测平台四部分组成。

①数据采集层：主要包括桥梁施工工况的信息数据采集，应力、变形位

移数据信息采集。以及相关施工进度数据信息的采集。

②模型层：设计单位根据设计图纸建立转体桥梁三维 BIM 模型；施工单

位在设计单位移交的设计 BIM 模型的基础上将时间、空间概念融入到 BIM 模

型中建立 BIM5D 施工模型用于施工管理。

③数据管理层：包括设计数据库、施工数据库、监测信息数据库、数值

模拟数据库。

④平台层：桥梁建设相关负责人可以对本单位负责的数据进行修改和更

新，单位负责人只有在经其他单位同意后方能进行查询其他单位相关施工信

息，但不能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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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1）建立了 Revit-Ansys-Flac3D 软件利用对桥梁施工过程中受力与变形分析方

法。通过软件之间的协同操作，实现 BIM 和仿真技术的数据传输链，拓展了不同软

件之间数据链的交互与利用新途径。但是使用软件频率较高，专业水平要求较高。

（2）提出了基于 BIM5D 的转体桥梁施工现场管理系统框架。通过 BIM5D 管理平

台对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管理、综合评估与预警系统进行系统管理研究，总结形成

了现场管理系统框架图。但管理系统框架所需人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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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基于虚拟仿真及 BIM 技术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 2019 年 5

月 29 日委托“教育部科 技查新工作站 L02”对成果关键技术进行国内外查

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0200095 ，查新结果：

尚未见与该查新项目关键技术特点相同的文献报道。

2、2019 年 8 月 6 日，经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评审，该技术达到国

际先水进平。评审证书号 编号：(2019) 中铁建科评字 210 号。评审结果如

下：

(1)课题组提交的评审材料齐全，内容翔实，符合成果评审要求。

(2)创建了基于 BIM 的转体桥施工多源信息集成及可视化指导转体结

构施工工序方法。

(3)研发了基于 BIM 技术的转体桥从整桥到局部仿真分析系统。通过

BIM5D 平台，对转体桥桥梁 的质量、安全、进度进行了组织管理。

(4)建立了 Revit-Ansys-Flac3D 软件连用对桥梁施工过程中受力与变

形分析方法。通过软件之 间的协同操作，实现 BIM 和仿真技术的数据传

输链，拓展了不同软件之间数据链的交互与利用新途 径。

(5)提出了基于 BIM5D 的转体桥梁施工现场管理系统框架。通过 BIM5D

管理平台对数据采集、数 据分析管理、综合评估与预警系统进行系统管理

研究，总结形成了现场管理系统框架图。

该成果在京张铁路施工中成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的经济、社会和环

保效益，具有显著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业主等单位对该项目取得成果的评价

在充分研究转体桥施工技术工艺与施工风险管控等基础上，经过全体

施工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 同努力，针对该转体连续梁施工，采用 BIM 建

模实现施工三维可视化提前预防预应力管道与钢筋碰 撞问题，管理平台

升级，实现进度、质量、安全、物资、成本动态管理，通过在施工过程中

的检查 改正，研究出了“基于 BIM 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

关键技术”并在本工程中成功应用 和验证，效果极为显著。研究成果为

11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保障建设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科 学有效施

工控制技术，确保转体连续梁工程施工的质量及安全，为今后同类型曲线

连续梁桥精确施 工提供宝贵经验。取得了良好地经济、社会及环保效益，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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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施工单位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在京张高铁崇礼铁路赵川镇

高架特大桥转体梁工程施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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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川镇高架特大转体桥施工中，通过三维可视化 BIM

模型帮助施工人员了解复杂节点设计意图，又应用 BIM 管理平台对转体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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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成果在赵川镇高架特大桥转体梁、新保安高架特大桥 369#～372#墩转

体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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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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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张城际铁路

有限公司

基于虚拟仿

真及 BIM 技

术的曲线梁

桥转体施工

管理关键技

术

新建北京至

张家口铁路（京张

高铁）是 2022 年

冬奥会的交通保

障线，是冬奥会快

速通道、京津冀一

体化建设的国家

重点工程。本技术

应用的项目为河

北省宣化区赵川

镇 高 架 特 大 桥

369#～ 372#墩转

体梁（40+64+40）

m 一段连续曲线梁

桥。

2017 年 7 月

-2019 年 12 月

彭 元 山

/1512205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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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基于虚拟仿真及 BIM 技术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对项目安全质量、

进度成本管理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与提高。此专题的研究应用，是一科学有效的成套

施工技术，提前模拟施工现场，动态调节资源配置，工期节点大大提前，且保证了

转体连续梁施工质量、安全。因而对该课题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及实

践指导价值。经财务部门核算，本项成果共计节约成本为：节约材料使用费用 50 万

元，机械租赁费用 200 万元，人工费 10 万元，共计节约成本共计 260 万元。新增利

润为 260-260×15%=221 万元。

（2）社会效益证明

针对该转体连续梁施工，采用 BIM 建模实现施工三维可视化提前预防预应力管

道与钢筋碰撞问题，管理平台升级，实现进度、质量、安全、物资、成本动态管理，

通过在施工过程中的检查改正，研究总结出了“基于虚拟仿真及 BIM 技术的曲线梁

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成果并于 2017~2019 年成功应用在本工程中，效果极为

显著。该成果为保障建设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科学

有效的施工控制技术，确保了转体连续梁工程施工的质量及安全，为今后同类型曲

线连续梁精确施工提供了宝贵经验。目前该施工技术已在京张高铁全线范围进行推

广，节约了施工成本、加快了施工进度，保护了施工环境。社会及环保节能效益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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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张城际铁路

有限公司 221 2018.03 2019.09 彭元山 1512205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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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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桥梁转体
施工用高差测
量装置

中国 ZL201921
817955.0

2020年
05月08日 10474253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梁金成、
宋华军、
胡同旭、
姜守涛、
陈志新、
尹涛、张
孟然

2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便于固定
的埋入式应变
计

中国 ZL201921
818365.X

2020年
06月05日 10667384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张启斐、
陈兵、贾
伟、郑建
华、额敦
达来、胡
同旭、陈
勇

3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墩顶施工
用便携式可升
降护栏

中国 ZL201921
818934.0

2020年
07月17日 11006538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贾伟、陈
兵、赵均
毅、薛强
、包放歌
、艾武、
于洪伟

4 论文

BIM可视化在
转体梁0#块混
凝土多孔振捣
的运用-

中国

10.13319/
j.cnki.sjzt
ddxxbzrb.
2017.S1.7
6

2018年
12月05日

石家庄铁道大
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牛铭杰

5 论文
BIM5D管理平
台在桥梁项目
中的应用

中国

10.13319/
j.cnki.sjzt
ddxxbzrb.
2017.S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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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程有
限公司

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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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伟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5月14日 出  生  地 甘肃兰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4031982050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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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1年07月18日 所学专业 桥梁工程

电子邮箱 205040317@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19287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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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2月16日　至 2019年12月12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总体负责转体桥施工技术攻关，创建了基于BIM的转体桥施工多源信息集成及可视化指导转体结构施工工
序方法。（创新点1）。投入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100%，支撑材料，省级工法，基于BIM 与仿真技术的转
体桥结构构件标准化施工工法陕建发【202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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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进
步一等奖，参与研究的《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2020年度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一等奖
，参与研究的《基于BIM 与仿真技术的转体桥结构构件标准化施工工法》获2020年度陕西省省级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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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08月25日 出  生  地 陕西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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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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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101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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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2月22日　至 2019年12月18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持课题全面工作。研发了基于BIM技术的转体桥从整桥到局部仿真分析系统。通过BIM5D平台，对转体
桥桥梁的质量、安全、进度进行了组织管理。（创新点2）。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80%。支撑
材料，科技成果评审证书〔2019）中铁建科评字2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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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进
步一等奖，参与研究的《盾构法下穿南水北调干渠施工技术研究》获2020年度陕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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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斐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8年12月12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282719881212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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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83876983@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69191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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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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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2月17日　至 2019年12月12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创建了基于BIM的转体桥施工多源信息集成及可视化指导转体结构施工工序方法。（创新点1）。投
入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100%，支撑材料，省级工法，基于BIM 与仿真技术的转体桥结构构件标准化施工
工法陕建发【2021】14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的《基于BIM 与仿真技术的转体桥结构构件标准化施工工法》获2020年度陕西省省级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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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8月01日 出  生  地 陕西临潼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021978080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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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07月17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808011235@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6919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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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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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2月16日　至 2019年12月27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建立Revit-Ansys-Flac3D软件连用对桥梁施工过程中受力�与变形分析方法。通过软件之间的协同操作
，实现BIM和仿真技术的数据传输链，拓展了不同软件之间数据链的交互与利用新途径。（创新点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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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铁建科评字210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的《百米空心薄壁高墩液压爬模施工技术研究》获得2012年集团公司科技二等奖，参与研究的《长距
离隧道集中送风式通风系统自适应控制系统施工工法》获得2016年度陕西省省级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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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守涛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9月17日 出  生  地 山东单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292519850917395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专科 最高学位 其它

毕业学校 烟台职业学院 毕业时间 2012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汽车电子技术

电子邮箱 9173958@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60639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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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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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2月17日　至 2019年12月1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提出了基于BIM5D的转体桥梁施工现场管理系统框架。通过BIM5D管理平台对数据釆集、数据分析管理、
综合评估与预警系统进行系统管理研究，总结形成了现场管理系统框架图。（创新点4）。投入项目研究工作
量占本人工作量的100%。支撑材料，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桥梁转体施工用高差测量装置CN21048686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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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铭杰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0年10月02日 出  生  地 甘肃宁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282619901002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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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4年06月26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桥梁
）

电子邮箱 6199010@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51292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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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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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2月16日　至 2019年12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上方案的实施，数据收集。参与研发了基于BIM技术的转体桥从整桥到局部仿真分析系统。通过
BIM5D平台，对转体桥桥梁的质量、安全、进度进行了组织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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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铁建科评字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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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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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基于BIM的转体桥施工多源信息集成及可视化指
导转体结构施工工序方法。对球铰结构各个部件的精确建模，生成施工动画。通过三维技术交底，指导现
场球铰安装与施工工作，从而开辟了一条指导现场施工工序的手段方法。研发了基于BIM技术的转体桥从
整桥到局部虚拟仿真分析系统。通过BIM 软件与虚拟仿真软件的协同操作，可发挥BIM软件精细建模与展
示优势，同时节省虚拟仿真软件重复建模时间。建立了Revit-Ansys-Flac3D软件连用对桥梁施工过程中桩基
受力与变形分析方法。通过BIM软件与多款有限元分析软件连用，针对转体桥桩基进行研究工作。提出了
基于BIM5D的转体桥梁施工现场管理系统框架。BIM5D的转体桥施工管理系统是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管
理、综合评估与预警为一体的平台，根据功能可分为数据采集子系统、数据管理子系统、施工安全子系统
、施工监测平台四部分组成。根据现场实践，总结出现场管理系统框架图，这对于桥梁项目BIM 软件平台
开发与利用有指导与纲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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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8215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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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参与总体方案制定，针对研究的
“BIM技术及仿真的曲线梁桥转体施工管理关键技术”进行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参与建模分析，创建了
基于BIM的转体桥施工多源信息集成及可视化指导转体结构施工工序方法；研发了基于BIM技术的转体桥
从整桥到局部虚拟仿真分析系统；参与建立了Revit-Ansys-Flac3D软件连用对桥梁施工过程中桩基受力与变
形分析方法，通过运用此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及环保效益显著。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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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